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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十一月
【教務長室】
一、10 月 6 日星期四舉辦「健康生活好幫手―環保酵素」演講活動，邀請新北市教育局環境
輔導團員黃秀米老師蒞校分享如何利用鮮廚餘製作環保酵素，以及如何在生活中活用環
保酵素。
二、
「國際關係與永續發展」課程授課教師李河清教授於 10 月 13 日星期四，邀請天氣風險管
理開發公司(WeatherRisk)黃品涵小姐蒞校分享 UN 氣候談判與青年參與國際氣候公約。
三、
「環保心理學」授課教師楊長苓老師於 10 月 25 日星期二，邀請嘉義縣人力發展所劉志偉
所長，蒞校進行「食農不鬼扯」課堂活動，以輕鬆問答方式引領學生思考台灣食農文化、
教育與當前相關問題。
【註冊課務組】
一、近三年第一學期各學制學生網路確認選課清單統計比率：
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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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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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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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報教育部各相關統計報表，近三年數據(依據 10 月 15 日當天數據)
（一）各學制第一學期學生人數統計表：
學制＼學年學期
105 一
104 一
12242
12131
學士班
1246
1199
碩士班
116
102
博士班
13604
13432
日間學制合計
(↑172)
(↑232)
(與前一學年度相較）
1156
1211
進修學士班
1157
1155
碩士在職專班
2313
2366
進修學制合計
(↓53)
(↓31)
(與前一學年度相較）
（二）各學制第二學期畢業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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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1
1190
96
1234
1153

103 一
11,911
1,193
96
13,200
(↑46)
1,239
1,158
2,397
(↓69）

學制＼學年學期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畢業人數合計

104 二
2390
213
5
186
223
3017

103 二
2356
244
6
151
224
2981

102 二
2466
240
8
227
240
3161

（三）各學制第二學期休學人數統計表：
學制＼學年學期
104 二
學士班
153
碩士班
147
博士班
9
進修學士班
39
碩士在職專班
100
休學人數合計
448

103 二
126
155
8
45
88
422

102 二
134
157
9
26
84
410

（四）各學制第二學期退學人數統計表：
學制＼學年學期
104 二
學士班
112
碩士班
49
博士班
2
進修學士班
25
碩士在職專班
48
退學人數合計
236

103 二
149
52
1
53
66
321

102 二
126
45
3
39
54
267

三、每學期加退選截止後寄發逾期未註冊通知函，逾期未辦理註冊休學手續者，以退學處理，
有繳學雜費但修課學分數不符合學則規定者，以勒休處分。提供本學期逾期未註冊退學
人數如下表：
105 一
104 二
105.3.22
105.9.29寄 105.10.12 105.10.12
105.3.7 寄 105.3.22
學制＼學年學
因逾期未
因逾期未選課
因逾期未註
因逾期未選
發逾期未
發逾期未
期
課強制休學
註冊通知 註冊退學 強制休學人數
註冊通知 冊退學人數
人數
人數
函
函
27
14
1
14
14
4
學士班
3
2
0
7
8
0
碩士班
1
1
0
0
0
0
博士班
16
9
0
7
5
1
進修學士班
7
2
0
9
8
0
碩士在職專
班
54
28
1
37
35
5
合計
四、105 學年度學士班陸生新生學歷文件驗證，於 10 月 4 日送至海基會進行採認程序，並於
10 月 14 日，將相關資料上傳至陸聯會網站。另，博碩士班陸生新生學歷文件業已寄送
陸聯會，而非陸生之大陸學歷，另依規定寄送中興大學認定。
五、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關懷作業時程及注意事項說明於 10 月 6 日，發文至各學系，包
含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業關懷統計表。宣傳海報於 10 月底，完成印製並張貼校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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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及教室內公佈欄，另針對學士班及進學班同學發送學業關懷郵件宣導，預計 11 月 1 日
發文各專、兼任教師作業時程及相關事宜。為紓解統一作業期間授課教師集中於期末作
業，可能造成系統負載過重問題，本學期建議授課教師以院分流時程完成提報作業。
六、規劃本學期退補費預定日程表，並會辦各相關單位，碩專班退補費作業於 10 月 24 日結
案， 11 月 9 日至 11 月 23 日補費，11 月 9 日退費。學士班、博碩士班及進學班擬於 11
月 21 日結案，12 月 7 日至 12 月 21 日補費，12 月 7 日退費。
七、函請各學系修訂 106 學年度轉系作業要點，並彙整「轉系作業草案」上簽，便於 11 月初
公告。
八、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授課計畫上傳，截至目前為止，仍有 3 科未完成上傳公布（政治*1、
法律*1、財精*1）。
九、截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教師課程教材上網率為 62.7%，離預定達成 80%之教材上網率仍
有差距。
十、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考試，將於 11 月 7 至 12 日舉行，大一外文統一筆試日期為 11
月 5 日於雙溪校區舉行，預計參加期中外文統一考試學生為 3,118 人，其中英文 2,552
人(70 組)，日文 400 人(11 組)， 德文 166 人(4 組)，使用教室 55 間， 行政同仁支援當
日監考及試務等計 63 人。
十一、本學期教師鐘點彙整已於 10 月 14 日完成作業，並檢送人事室彙辦。另 105 學年度第
二學期課程，業於 10 月中下旬開始進行排課，預定 11 月初完成，11 月中旬送交學系
和授課教師進行確認，12 月 2 日公布課表。
十二、本校自 105 學年度起加入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該計畫之校系管理人及
適用之研究生資料已匯入平台，為使承辦同仁瞭解該計畫及平台之使用，於 10 月 20
日邀請交通大學孫之元教授等 3 位師長來校介紹該計畫及平台操作說明，另簽發公告
通知全校適用之研究生該平台之相關訊息及操作手冊。
十三、本校自我評鑑報告書業經教育部 105 年 10 月 24 日函認定(臺教高(三)字第 1050145464B
號)，至 109 年止免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
十四、完成本校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並函送教務部完成報部。
【招生組】
一、106 學年度各項自辦考試（碩士班、碩士班甄試、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進修學士班、
轉學生、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等）招生概況業已上傳網路更新，並援例公布近三學年度（
103～105）數據資料。
二、教育部核定本校 106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為：日間學制學
士班 2,759 人、碩士班 459 人、博士班 17 人（較去年 18 人減招 1 人），合計日間學制學
生 3,235 人；進修學士班學生 274 人、碩士在職專班 398 人，合計夜間學制學生 672 人。
總計日夜招生總量 3,907 人。復依部函規定，各學系各管道招生名額業於 8 月 11 日再案
報部。經查教育部業已照案核定碩博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名額，將俟學士班各管道與進
學班名額核定後，另案函送各學院系知照。
三、10 月 11 日函送本校 105 學年度各學系各學制新生註冊率等相關統計資料供參。
四、本校 106 學年度各項對外招生考試預定日期業經 106 學年度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105
年 10 月 5 日）議決，並函請各單位分就業務所管，留意日期規畫，惠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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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及時因應 106 學年度甄選入學個人申請規畫開放通過篩選考生報名第二階段時，能自
行選擇面試時段，並與現行報名繳費系統間進行介接，特於 105 年 9 月 27 日召開「研商
招生系統相關事宜」會議，積極與電算中心系統組研商明年作業方式及系統規畫相關事
宜，將另案函請學系配合調整因應。
六、彙製「105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個人申請及各梯次分發、註冊與國籍分析統計表」
，函送
註課組及國際處備查。
七、申辦「巨量資料分析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9 月 30 日前向教育部陳報計畫書。
八、完成 104 學年度「認識東吳—與高中生對話」及「大學開門—輕鬆打開申請入學之門」
活動檢討報告及回饋問卷統計分析。
九、核校 106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簡章分則」（日文系招生 10 名）、「身心障礙學
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招生簡章分則」（招生 17 名）、「大專校院暨高中職接受運動成績優
良學生甄審分發名額及運動項目調查」（招生 10 名）等招生管道試務作業。
十、105 學年度春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自 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11 月 07 日止受理報名，採
網路填表後郵寄申請，預計 105 年 12 月 5 日網路公告錄取名單，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入
學。
十一、彙製 106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法律專業碩士班四式招生簡章草案
及 106 學年度（辦理 107 學年度招生）試務收入預估暨各管道支出預算表，提案送第
二次招生委員會議（11 月 25 日）審定。
十二、106 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訂於 106 年 1 月 20、21 日（週五、六）舉
行，本校援例支援北三考區百齡高中分區巡視及監試；銘傳大學將援往例，於學測考
試前至本校舉行監試人員座談會；「監試意願調查表」擬另案函送各單位。
十三、105 學年度認識東吳營業於 10 月 15 日及 29 日進行相見歡與相關訓練課程，並已函請
學系支援「學群導航」課程活動，擬於 11 月發函本校策略聯盟高中及前 30 名重點高
中，進行高中學生報名及相關宣傳作業。
十四、有關十月份進行之校內外宣導活動業於上次行政會議彙報在案。
【教務行政組】
一、東吳英檢及多益校園考試
（一）本學年度第二次東吳英檢將於 11 月 26 日舉行，報名時間自 10 月 5 日起截至 11
月 3 日止，已有 421 人報名參加。
（二）多益校園考試將於 11 月 27 日城中校區舉辦，報名時間自 9 月 11 日起至 10 月 25
日截止，共有 472 人報名。
二、高中策略聯盟：11 月 25 日上午 10 時擬與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進行高中策略聯盟
合作協議簽約事宜。
【通識教育中心】
一、10 月 24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通教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重要說明及決議如下：
（一）教育部為提高大學校院學生修讀程式設計課程之機會，以期培育學生撰寫程式語
言、並強化學生未來參與數位經濟之能力，正研擬專案計畫，包括培養種子教師、
補助經費及設備等，以推動程式設計教學相關措施。本校也預定於 106 學年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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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推動此計畫。
（二）因應「東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組織之調整(105 年 7 月 18 日 104 學年度
第 23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訂『東吳大學學士班學生「資訊能力」檢核機制及配套
措施內容』及『東吳大學學生「美育活動」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三）複審通過 106 學年度共通課程架構及實施內容草案，送校課程委員會審查。
（四）複審通過 105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共通教育課程結構規劃外審審查意見之回應暨
具體改善計畫。
二、105 年 11 月重要發函及截止期限：
發函字號(日期)

函件主旨

函送本校共通課程教師有關教學資源
中心辦理「105 學年度 2 學期教學精
東教通字 1050401682
進補助計畫」第一項「各學術單位每
號函(105/10/27)
學期得結合實務課程，整合提出之申
請案」相關申請表件。
通知各學系(學程)「畢業標準檢核系
東教通字 1050401701 統」與「電子化校園系統」中之校外
號函(105/11/03)
英檢與東吳英檢平台將於 105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停機。
東教通字 1050401713 檢送全校一、二級單位「美育活動畢
業標準活動申請計畫表」更新檔。
號函(105/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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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105 年 11 月 11
日(五)前依相關
規定辦理申請
作業。
停機日:105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

學生事務處
十一月
一、

就學貸款：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家庭年所得查核結果於 10/21 公告，本校
共計送交 2262 件查核，2064 件合格，198 件不合格(40 件 B 類 114～120 萬；158
件 C 類 120 萬以上)，即日起至 11/21 止通知不合格學生進行補件續辦事宜，另進
行本學期貸款合格生(年所得查核合格)加貸金額(書籍費、校外住宿費、生活費)
第一批次撥款，共 616 人，金額總計 503 萬 6,984 元整。
二、
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本學期本校第一批次核定獲分配名額為獎學金 9 名、一般助
學金 12 名、低收入戶助學金 2 名，已於 10/26 簽陳函復推薦申領名單，後續通知
助學金得獎學生進行 48 小時行政服務(工讀)事宜。全國大專校院如經第一批分配
後，尚有名額，將會進行第二批分配作業。
三、
就學減免：105 學年第 1 學期就學優待減免申請作業，10/28 教育部公告身障類資
格查核結果，已陸續通知重複減免或不符資格學生補費，合計 4 人保留資格、13
人取消資格補繳學費；目前符合減免資格者共計 825 人，減免金額合計 2,554 萬
7,793 元整，較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符合減免資格之人數 810 人增加 15 人。
四、
弱勢助學金：10/1-10/20 受理本學年弱勢助學計畫助學金申請（資格為：家庭年
收入未超過 70 萬，不動產價值未超過 650 萬，利息所得未超過 2 萬元）
，至申請截
止日 10/31 日止，共計 527 名學生於網路上提出申請，較 104 學年度減少 15 人。
經檢核申請資料，共計 505 通過初審，已於 10/31 前，將申請學生資料上傳教育系
統查核所得。
五、
教育部起飛計畫:教育部 11/1 函知本校 104 學年度期中考評審查意見，並核定 105
學年度補助新臺幣 240 萬元整。德育中心將依審查意見修正 105 學年度計畫內容及
預算經費，並依限於 11/15 將相關資料報部。
六、
獎助學金:
（一）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校共 1,758 名同學獲得校內外各類獎助學金，總計獲獎助總
金額為 3,162 萬 5,478 元。其中申請對象屬全校學生類別，不分特定科系者共 1,389
人次獲獎，獲獎助金額為 2,829 萬 7,284 元;申請對象限定學系學生類別之獎助學金
共 369 人次獲獎，獲獎助金額共計 332 萬 8,194 元。
（二）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學士班優秀新生獎勵」共 31 人獲獎，共計核發
1,261,700 元，預計 11 月中旬完成撥款。
（三）「東吳大學吳舜文獎勵基金」共 7 人獲獎，每人核發 50,000 元，共計核發 350,000
元。
（四）「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優秀碩士新生獎勵」共 10 人獲獎，每人核發 50,000 元，共
計核發 500,000 元。
（五）「東吳大學碩博士班優秀新生獎勵」共 69 人獲獎，每人獎勵金額為該系之學費，
共計核發 2,797,080 元。
七、
獎懲事項：
（一）填報教育部「大專校院定期公務統計報表」104 學年度學生獎懲及提出申訴人數統
計表。
（二）協助查核本校國際處赴國外及大陸交換學生 227 名獎懲紀錄。
八、
第 1 哩新生定向輔導系列活動：已於 9/3 至 9/8 順利完成。平均每日出席達 2,296
人，整體活動滿意度平均 4.4 分(5 分量表)。同時相當多數同學透過質性文字回饋，
肯定活動對其幫助及表達對學校、老師及學長姐的感謝；新生家長座談會部分，本
學年持續於週末舉行，經統計上午出席學系場共 309 人，下午出席全校場人數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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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人，活動整體回饋滿意度達 4.3 分（5 分量表）
。感謝各學系、教務處、社資處、
總務處等相關單位支援及校友總會的贊助，共同完成此次重大使命。後續將於
11/10 召開跨單位檢討會議，以作為明年度辦理參考。
九、
東吳好書交換日活動：2016 東吳好書交換日將於 12/8 在城中校區 2123 會議室舉
行，收書期為 11/14 至 11/25，收書地點為兩校區德育中心及一大樓外擺台處，歡
迎大家共襄盛舉。
十、
群育教育活動-第 2 哩
(一)105 學年度第 2 哩活動計有：
1.團隊合作方案：
（1）鐵道大富翁，活動日期：10/15，活動範圍設定於宜蘭地區，活動關卡融入農
村體驗、生態保育、環境永續經營…等等議題，透過這樣非正式課程，提升參與者
品德力。
（2）遇見小旅行，活動日期：11/19~11/20，兩天一夜的活動內容包含有泛舟、原
住民文化介紹…等等活動內容規劃，除凝聚同學之間的情感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
活動設計內容，促進參與者鄉土情懷、生態環境保護觀念。
2.創新應變方案：
（1）帶著品格力去環島~探訪東吳人的學習典範，活動日期：106/03/25-04/06，以
「挑戰在一起」及「用品德力實踐公益」為設計宗旨，規劃「關懷公益」活動，同
時，新設三階段認證活動，往年採先報名後訓練的模式，今年改為通過三階段認證
才具備可報名環島活動的資格。
（2）實踐到底的行動力挑戰~一日雙城，活動日期：106/03/09-03/10。台北、高雄
距離 380 公里，參與者勇敢挑戰長距離騎乘，過程中彼此輪流擔任破風手，參與者
們除了挑戰自我也懂得尊重及照顧別人。
十一、 106 年寒假服務隊（含服學營系列活動）
：本學期寒假服務隊共有 15 隊，其中國內
11 隊，分別前往新北、基隆、桃園、新竹、彰化、嘉義、高雄、宜蘭等地辦理國
小育樂營；國外 3 隊前往：菲律賓、泰國、印尼等地做服務，預計服務時間為 1/19~2/5。
為提升服務隊隊長及服務員的領導知能，於期初、期中、期末辦理 3 場次「服務隊
隊長會議」，分別提醒行政事務、社團尋求外部資源注意事項、核銷注意事項及營
隊結案注意事項；另辦理「服務學習營」系列活動，包含「服務學習營 Part1~幹
部訓練工作坊」
、
「服務學習營 Part2~服務隊團隊訓練」
、
「服務觀與服務經驗分享」
、
「用影像說故事」
、
「基礎急救課程」及「海外醫療防疫」等講座培訓服務員，目前
已辦理完成幹部訓練及一場講座，加強服務隊「反思」訓練，參與者反應良好，本
學期活動預計有 250 位服務員參與。
十二、 北區服務性社團交流活動：為加強服務性社團校際間之合作聯繫與經驗交流，
促進各校服務性社團間的互動，打破校際間的隔閡，進而互相成長茁壯，將
邀請台北地區包含：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台北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文化
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世新大學及台北醫學大學等學校的服務性社團同學於本
11/18 下午至本校進行社團交流活動，透過社團間的經驗分享與主題式討論，一同
探討服務相關議題。
十三、 105 年度社團檔案競賽暨社團年度成果冊：群育中心已於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
例會與社團招開大會討論表決後，廢止<東吳大學社團評鑑辦法>，由<東吳大學學
生社團檔案競賽辦法>及<東吳大學學生社團年度成果紀錄冊繳交實施辦法>取代。
因本次為第一年辦理成果冊繳交，群育中心 10/17-10/18 於兩校區舉辦成果紀錄冊
製作說明會，共有 152 位社團同學參加。另外也在當天晚上辦理檔案製作研習營，
邀請兩位校外講師(分別為北醫大郭琇嫻老師及文化大學吳玥玲老師)至兩校區進
行檔案製作之經驗傳承，兩位講師皆曾帶領各自學校之社團學生參與全國學生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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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經驗豐富，課程結束後同學反應熱烈，收穫良多。學生社團檔案競賽將於
12/18 於外雙溪校區舉行，當日會邀請校外及校內師長擔任評審，希望能藉由校內
外評審的專業，給予社團同學檔案製作之指導與意見，將有助於社團傳承工作的推
展。
十四、 五育競賽獎勵：為鼓勵本校學生參加各項國際性暨兩岸性、全國性、區域性競賽為
校爭光，特訂定五育競賽獎勵。本學期獲獎名單如下：
（一）正言社參加 105 年度統一發票盃大專租稅辯論比賽獲得團體賽一般組季軍。
（二）橋藝社汪文正、黎碩參加 105 年度大專盃橋藝錦標賽獲得雙人賽季軍。
（三）橋藝社吳諺誼、朱珮綺參加 105 年度大專盃橋藝錦標賽獲得雙人賽第五名。
（四）吳顥中(中碩二，04311003)參加東京國際扯鈴大賽獲得男子單鈴直立鈴組冠軍及公
開男子組第四名。
（五）圍棋社林定陽參加 105 年度大專盃圍棋錦標賽獲得個人賽段位 B 組(4~5 段)獲得第
二名。
十五、 社區公益展演：今年的士林官邸公益展演將於 11/26(六)下午 2 點到 4 點於士林官
邸露天音樂廣場演出，本次參與擺台的社團有:光年現代詩社、中醫社、戀咖啡社、
圓桌塔羅牌社、東吳命理研究社、東吳魔術社、神秘塔羅牌社及學生住宿中心，共
計 8 個社團；參與動態表演的社團有:東吳吉他社、親善民族爵士舞團、雙溪崑曲
清唱雅集、雙溪世界民族舞蹈社、停雲詩社、音樂劇表演社、蘇州國術社、熱舞社、
東吳管樂社及體適能有氧社，共計 10 個社團。本次活動結合東吳大學學生社團之
資源，期許同學能夠走出校園，走入社區，服務及回饋士林區的居民，也藉由此次
社區公益表演的機會，向居民展現東吳社團人的熱情與精神。
十六、 社團指輔導老師會議：為增進社團指輔導老師的輔導責任，並交換輔導心得，了解
群育中心相關業務及資訊，增進彼此經驗交流，舉辦此研習會議，會議預計於 11/18
中午在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行，會議中將致贈感恩禮品及聘書予社團指輔導老
師，並有輔導知能研習與問題交流。
十七、 第 60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東吳大學第 60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補選已於 10/19
至 10/21 辦理完畢。本次補選共有兩組候選組合進行參選，1 號候選組合：會長張
崴、外雙溪副會長張宇萱、城中副會長黃怡瑾。2 號候選組合：會長顏齊儀、外雙
溪副會長李勇諭、城中副會長魏貫宇。本次選舉總投票數 1793 票，1 號候選組合
為 535 票；2 號候選組合為 1225 票；無效票 33 票。依「東吳大學學生會正副會長
暨學生議員選舉辨法」第四十八條(正副會長當選門檻)之規定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
以獲得最高票者為當選。且總投票之有效票數應逾選舉總人數之百分之十。(註：
選舉人總人數為 15933 名，得票數(之有效票)須達 1594 票以上，才符合當選門檻)，
本次總投票之有效票為 1760 票，選舉結果為 2 號候選組合當選。
十八、 社團畢聯會輔導：106 級應屆畢業同學聯誼會現已於 10/17-10/28 完成兩校區個拍、
團拍第一次的拍攝活動，於期中考後將完成補拍。拍照過程感謝各學系師長的配合，
亦對於團拍過程中造成校內師生行動動線些許不便的體諒致上謝意。
十九、 導師編聘作業：已於 10/5 完成，各學系共編聘有 31 名主任導師，338 名導師，44
名功能導師。本期新增功能導師以輔導轉學生、境外生及延修生等，共計有 1958
名學生。將進行導師聘函以及導師費核撥等簽文。
二十、 新生體檢：於註冊時間進行，共 3650 人受檢〈雙溪 1699 人、城中 1951 人〉
，目前
持續回收外檢報告送宏恩醫院建檔，以便統計。結算至 105/9/30 各種異常人數如
下：重大異常共 33 人〈X 光異常者 15 名、血液、尿液異常共 18 人〉
，兩校區護理
人員優先追蹤關懷。特殊疾病名單共 197 人〈雙溪 109 人、城中 88 人〉
，含各學制
之癌症、心臟病、癲癇、氣喘、器官移植及罕見疾病者，已轉請夜班同仁協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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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進行電訪與衛教。體育課關懷名單：僅大學部學生，含癌症、心臟病、癲癇、
氣喘及罕見疾病等不宜突然劇烈運動學生，共 136 人，已提供體育室參考。
二十一、 新生體檢後續作業：1.體檢報告預計於 10 月中旬送回本中心發送給學生。2.體檢
報告異常者衛教：往例約 700~1000 名，均由衛保同仁提供一對一個人衛教，以提
升自我照護健康知能及複檢率。但實際複檢率仍難以大幅提升且造成人力龐大負擔，
因此，今年改為期中另行發放衛教單，包含各項異常自我照護資訊及學校服務資源。
3.相關體檢數據統計預計於 11 月 20 日前完成，並依時限登錄至教育部大專校院學
生健康資訊系統。
二十二、 國際交流生健檢：針對國際交流生，依留台時間長短進行不同項目檢查。停留時間
3 個月以上至 6 個月學生，抵台後應繳交胸部 X 光檢查及麻疹、德國麻疹接種證明。
停留 6 個月以上學生增加皮膚病、漢生病毒及梅毒血清檢查。經本中心檢核後依作
業流程進行存檔或通知補交、補檢及補接種等處理，以確保校園健康。
（一）國際交流生：共 76 名，1 名報告勾選不清，於 9/23 上午與該生會談，進行結核病
7 分量表測驗，得分 0。請其補交 X 光影像檔，於 9/26 收到並請校醫審核合格。1
名疫苗接種時小於 1 歲，9/22 已請國際處通知補檢，目前尚未回報是否補種。
（二）大陸校級交換生：共 62 名，9/8 收到 61 份，審查全部合格，1 名於 9/30 入台，已
連繫國際處承辦人，請協助收報告轉送本中心。
（三）東福專班：法律專班學生共 58 名，共收到 58 份，審查結果為 24 名合格，34 位 X
光及寄生蟲項目未勾選。微生物專班學生共 52 名，共收到 52 份，審查結果 31 位
合格，21 位 X 光及寄生蟲項目未勾選，分析應與「負責醫師」有關，已製作名單，
請國際處協助學生以整體方式對該院申請證明。
（四）自費研修生：共 74 名，收到 73 份，其中 1 份缺疫苗，已於 9/26 補種完成。尚餘
1 份持續追蹤中
（五）法學院院級交換生：共 12 名，收到已入台者 10 份報告，均合格。另 2 名尚未入
台，持續注意中。
（六）人社院交流生：共 3 名，均合格。
（七）日文系華語班：共 12 名，因更換助教，本中心已請新助教通知學生並協助收件轉
送本中心。
二十三、 教職員工健檢：原定為 9/28 進行，因梅姬颱風故，改期至 10/19〈三〉08：00~13：
30 於雙溪校區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辦理，預計約 150 人受檢。
二十四、 傳染病監控：1.新生體檢：懷疑傳染病個案已就醫檢查，本中心給予衛教說明及心
理支持，持續關懷中。2.茲卡病毒：國際間持續有個案發生，台灣亦有境外移入個
案，已轉發教育部針對茲卡病毒感染症之來函請全校各單位參考，請協助衛教宣導。
另配合教育部政策，與人事室、國際處及華語中心連繫，取得來自疫區交流師生人
數，並請協助轉發衛教單張給交流人員。
二十五、 104 學年學生平安保險理賠分析：三商美邦理賠 6,806,365 元，含意外(車禍及運
動傷害)379 件、疾病 129 件、初次罹癌 4 件、身故 1 件，共 513 件；各學院申請
件數之：比例商學院佔 35.8%、人社院佔 23.9%、外語學院佔 17.5%、法學院佔 13%、
理學院佔 8.9%、巨量學院佔 0.9%。(104 學年匯繳保費 8,968,095 元)
二十六、 餐飲管理作業流程：1.更新核發工作證流程：全家承包商需事前備齊所有資料，繳
交至營養師方才完成初步申請。資料包含申請名冊、體檢報告、兩吋照片。2.105
學年餐廳衛生稽查追蹤紀錄表，已改由 Google 計算表表單紀錄，請全家管理員於
營養師抽查後三天內進入系統表單內回覆，並有效管理衛生稽查紀錄追蹤進度。追
蹤記錄會在承商督導會議上報告並按月份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給承商督導小組成員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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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資源教室學生服務：人數為 147 人（含休學 10 人）
，有 4 人放棄特教服務。將進行
133 人之個別化支持計畫訪談，截至 10/7 完成 104 人，剩餘 29 人將持續進行。精
準的服務人數會因特教生鑑定作業及尚未訪談之學生狀況而變動。
二十八、 資源教室行政業務：1.已完成兩波教室調動名單提供課務組：肢障（腦麻）8 人、
視障 3 人、身體病弱 2 人，共 13 人。2.已完成適應體育概況表提供體育室：肢障
6 人、腦麻 3 人、視障 1 人、聽障 1 人。3.進行「無障礙空間檢視」期初工作會議，
另本學期安排實習生與全盲生合作討論校園觸圖之製作。
二十九、 資源教室活動辦理：1.展翅飛翔講座：預計 10/12（三）及 10/18（二）12:30-15:30
分別兩校區辦理「生涯轉銜說明會」暨「公職考試面面觀」，邀請勞動局專員介紹
轉銜資源及林葦綾校友（重器障）經驗分享。2.讓愛發生，為礙發聲-資教之夜：
過往與專業殘障表演團體合作，激發資源教室學生表演的動機，本學期由資源教室
學生自己上台表演。訂於 105/11/24（四）18：30－20：30 於外溪校區望星廣場舉
行，邀請各位師長蒞臨，給予資源教室學生鼓勵。
三十、 宿舍同儕幹部工作訓練：繼暑假針對續任同儕幹部進行培訓後，本學期新任宿舍同
儕幹部，亦分別舉行兩階段之培訓，第一階段工作研習於 10/15、10/16 舉行完畢，
共計 161 人參加；第二階段急救訓練於 10/22 舉辦，邀請紅十字會教練授課，共
79 位幹部參與。
三十一、 宿舍師生座談會：本學期第 1 次宿舍師生座談會議已於 10/14 召開，藉由會議讓宿
舍幹部為住宿生反映意見並進行良性溝通。本次會議由莊永丞學務長主持，並邀請
總務處師長們出席；針對各棟宿舍之提案與反應問題，在場師長均給予回應及說明，
順利達成學校與學生間意見交流之目的。
三十二、 宿舍相關活動規劃：
（一）強化學生未來發展方案－K 書之夜：本學期共籌組 5 學科 6 個 K 書小組（分別為：
中文之夜、日文之夜、德文之夜、法律之夜、微積分之夜），各小組已於 10/17 起
開始執行。
（二）種子室長活動：由宿舍生活勵進會舉辦定期主題聚會，透過有趣的手作交流、生
活議題的討論等，讓宿舍學生幹部和室長維持緊密關係，除了宣達學校及宿舍相關
訊息外，彼此亦可更進一步交流意見。
（三）「閃亮發光體」宿舍環境認養活動：為推廣宿舍環境服務學習教育，校內宿舍勵
進會將於 11/21～12/22 舉辦活動。本次活動以環保為主軸，將環保意識透過宿舍傳
遞到校園。活動除舉辦說明會及成果展讓參與者進行心得交流、反思外，另規劃靜
態展示區公開分享成果，期使學生了解居住的環境並重視環境保護，成為宿舍的發
光體，給他人帶來正面的影響，促進宿舍認同感。
（四）小人物．大故事：規劃將以在工作崗位上默默付出，對於社會有諸多貢獻者為主
要訪問對象，由學生投票選出其心目中最想進一步了解的幾位「小人物」，再組成
小組進行訪問，後續並將成果於發表會中以各種方式呈現。活動預計於 11 月中到
12 月中舉辦。
三十三、 校外宿舍近況
（一）合楓學舍續約暨合江學舍鍋爐更新案：經校長裁示，由學務長及總務長以本校負
擔合江學舍鍋爐更新費用為合楓學舍續約之條件與臺北大學商談。經數次會談後，
臺北大學口頭允諾合楓學舍將續約至民國 109 年，故校長同意合江學舍鍋爐更新費
用由本校自行支付，鍋爐請購案刻正進行中。
（二）新店國際學舍：租金支付：依據本校與社團法人台北國際學舍協會簽訂之租賃契
約規定，每年分 3 期繳付租金，第 1 期於每年 10/31 前支付 4.5 個月租金 292 萬 3200
元，已於 9/26 完成匯款作業。樓長大會：已於 10/5 召開樓長大會（共 8 名），瞭
解各樓層反映問題及住宿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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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宿舍輔導個案
（一）松勁樓寢室冷氣使用糾紛案：9/26 晚間 18:30 音樂系林生及歷史系金生，因寢室冷
氣使用問題起口角爭執並有肢體碰撞。宿舍輔導員當下即與 2 人進行晤談，衝突主
因為雙方語氣不佳，晤談後雙方雖已和解，仍依宿舍法規簽辦懲處，並偕同該寢室
重新訂定冷氣使用規則。
（二）合江學舍留宿外人案：10/9 晚間 20:30 財精系應生及董生，未經訪客登記帶松勁樓
會計系高生進入宿舍，且當晚留宿高生於合江學舍過夜。後續已由宿舍輔導員個別
晤談，並依情節簽辦懲處，本案會辦偕同國際處共同輔導。
（三）柚芳樓寢室財物遺失案：10/21 宿舍幹部進行寢室訪談，同寢 3 名住宿生反映近 2
個月陸續有金錢和物品遺失，遺失品為個人用品、小額現金等（其中遺失現金 3000
元之中文研修生徐生無法肯定於寢室內遺失）；調閱相關監視畫面，排除外人所為
的可能性。晤談過程亦未有人自白拿取他人物品，已讓住宿生知曉各自的權利（報
警處理等），並提醒貴重物品應收妥、上鎖。後續已於各棟宿舍宣導應留意個人財
物安全。
三十五、 租屋糾紛調處：經財精系沈秘書 9/22 轉介：法律系許生(A)因故遷出租處，經房東
同意轉由財精系許生(B)承租，後 B 因環境與預期不符不願承租，而使 A 遭房東扣
除押金 5,600 元，A 欲向 B 求償，雙方溝通不良產生摩擦。經多次聯繫與雙方晤談，
終在 10/26 協議 B 賠償 3,600 元，當場簽署和解書，互不再追究相關責任。本案已
回報財精系處理進度與結果。
三十六、 租屋補助金計劃：為舒緩本校宿舍床位不足之困境，董事長及校友總會劉吉人理事
長擬捐款補助校外賃居學生。總金額 3,000 萬元，每年補助金額 300 萬元，執行年
限為 10 年；10/3 由校長召開校外賃居學生補助金討論會議，決議由學生住宿中心
再行規劃方案；調整方案已於 10/26 進行簽文，待核可後即進行後續作業。
三十七、 大型宿舍探勘：
（一）尋覓大型宿舍專責小組會議：已藉由 10/3 校外賃居學生補助金討論會議，提案臨
時動議進行新埔案與頂溪案的相關討論，會中決議由本中心進行後續詳細評估，再
陳董事長。
（二）大型建物探勘進度如下：
（三）新埔案：9/22 探勘，規劃為 1、2 人套房，可容納人數約為 322 人。本案因涉及陽
台外推，未來依法申請相關執照將須依原狀恢復陽台配置，且目前屋主亦不願意協
助恢復原狀，後續改裝之花費甚高。本案 10/25 經校長核示已不繼續追蹤評估。
（四）頂溪案：9/29 探勘，售價初估約 5 億，規劃為 2～4 人雅房，可容納人數約為 193
人，如含括整修成本，推估可承擔之年租金約為 143 萬元，相當於每坪約 108 元/
月（20 年攤提可承擔之年租金約為 222 萬元，相當於每坪約 168 元/月）。
三十八、 校園安全維護：
（一）本校 10 月 5 日 1330 時發生社資長室遭竊案例，經報警後循線於 10 月 11 日查獲竊
賊破案。鑑於近來經常發現可疑人物出沒各大樓辦公處所，提請各單位同仁離開辦
公處所時，應確實將門上鎖，如發現可疑人員請主動詢問或請校安中心協助處理，
軍訓室亦請值勤教官及保全人員加強校園巡查。
（二）鑑於雙溪校區夜間 C 哨到故宮路間照明不足，學校已協同台北市政府養工處於 10
月 24 日會勘，先於 106 年 1 月前完成 C 哨前加裝路燈，故宮路路段因年度預算不
足將於 106 年 4 月前再完成加裝路燈。另軍訓室已責請值勤教官不定期巡查，並設
有夜間伴護服務措施，如同學需要伴護可請 C 哨保全陪同至公車站確保安全。
三十九、 學生生活輔導：
（一）雙溪校區：計有 26 件次(疾病送醫 3 件、校安維護 10 件及其他事件 13 件)。
（二）城中校區：計有 14 件次(疾病送醫 2 件、校安維護 4 件、其他事件 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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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學生兵役業務、軍訓課役期折抵：截至 105 年 11 月 3 日，協助同學辦理兵役緩、
儘召業務計 1113 人次、協助同學辦理出國進修作業計 5 人次，軍訓課程折抵役期
16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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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十一月
一、 辦理各類採購案
(一) 10 月份計辦理財物 79 件、勞務 31 件、工程 1 件、圖書 1 件議比價及驗收作業，
合計 112 件，其中逾 50 萬元之採購案如後（統計日期 105.10.1-105.10.28)：
1. 化學系「拉曼光譜儀系統壹套」開標。
2. 微生物學系「原子吸收光譜儀壹台」開標。
3. 微生物學系「氣相層析儀及自動進樣器一套」開標。
4. 技術服務組「2017 年 ACS CPC Package」開標。
5. 教師教學發展組「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論壇及成果發表會展場硬體設備規
劃」開標。
教師教學發展組「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論壇及成果發表會視覺設計及專刊」
開標。
7. 教師教學發展組「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論壇及成果發表會媒體露出及行銷
宣傳」開標。
8. 副校長室「校務資料伺服主機擴增 2 台」(共同供應契約)。
9. 營繕組「超庸館電力系統第二階段改善工程」開標。
(二) 逾 50 萬元之公開驗收案：
1. 網路暨維修組「兩校區認證閘道器」。
2. 化學系「超庸館 M409 實驗室教學設施、實驗桌檯、隔間及電源汰舊更新」。
(三) 105 年 10 月份完成各類議減價案件累計節約金額合計達 211 萬 6,350 元。
6.

(四) 105 學年(8 月 1 日-10 月 28 日)完成購案發包累計議減金額 596 萬 1,058 元。
二、 「文舍員工餐廳」招商案
(一) 雙溪校區「文舍」員工餐廳，以人文飲食空間為定位，擬做為教職員工生用餐兼
具接待外賓訪客之用。案經 105 年 6 月 8 日及 7 月 6 日進行 2 次邀商作業，皆無
廠商投標，分析主要因素：坪數較小、裝潢費過高、人力資源有限、廠商無法達
到本案定位及無意展店等。
(二) 105 學年度招商委員會於 10 月 21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決議，同意將此案交回空間規
劃委員會重新討論使用內容與方式。
三、 校園環境維護及其他事務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9 月份資源回收量及廚餘量。
(二) 完成 9 月份垃圾、廚餘及大型雜物清運。
(三) 完成 9 月份 71,110 公斤垃圾（含樹枝、木板、寢具等雜物）、9,512 公斤資源回收
及 4,736 公斤廚餘清運。
(四) 9 月份校車及公務車用油量使用情況：汽油 364.79 公升，柴油 1,561.61 公升。
(五) 9 月份兩校區汽機車收入金額為 146 萬 3,130 元。
(六) 完成寵惠堂後方蓮霧樹因螞蟻蛀食導致其中分枝倒樹緊急處理。
(七) 完成垃圾及資源回收桶標示牌重新調整為雙語及相關圖示，以利區分。
(八) 賡續參加 105 年度臺北市大專院校資源回收考核，於 10 月 20 日接受環保局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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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評。
(九) 完成城中一、三大樓前阿勃勒樹枝修剪及五大樓前行道樹斷裂移根重植青楓。
四、 健康衛生及校園安全
(一) 完成向台北市環保局申報 9 月份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及儲存量。
(二) 完成 9 月份密封射源狀態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作業。
(三) 完成 9 月份向勞動部職安署職業災害系統辦理職業災害通報作業，本季發生職業
災害 1 件。
(四) 完成 105 年第 3 季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網路申報作業。
(五) 完成毒災聯防系統「應變聯絡資訊」及「支援器材清冊」半年資訊更新作業。
(六) 完成五氯酚等 3 項管制性化學品向職安署申請運作許可資料補正作業。
(七) 完成 105 年下半年度實驗室危險機械設備清查及向教育部學校安全衛生資訊網通
報作業。
(八) 完成 104 學年度暫存於 M002 之實驗室廢棄物清運至成功大學處理。
(九) 完成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驗室廢棄物清運至「M002 有害廢棄物儲存室」。
(十) 10 月 19 日與人事室、理學院共同辦理 105 學年度教職工一般體檢及實驗室人員特
殊體檢作業，本年度一般體檢計 17 人參加，特殊體檢計 58 人參加。
(十一) 10 月 18 日發生超庸館 M315 實驗室學生取藥瓶不慎，造成藥品瓶破裂，酸性化
學品洩漏，1 名學生手腳合計 2％輕度灼傷之職安事故。事發時理學院、校安中
心及環安衛暨事務組人員第一時間即到場處理，除立即將同學送醫急救外，並
完成場地除汙清理工作，現持續進行後續事故原因調查及改善工作。
(十二) 教育部 105 年 9 月 22 日發布廢止「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要點」。學校相關組
織、安全衛生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及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
等之設置，將回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
規定辦理，有關組織及人力配置調整，與人事室協調研議中。
五、 各類人力支援服務及停車管理部分
(一) 人力支援服務
1. 完成法學院於普仁講堂辦理「嚴家淦法學講座」馬英九講座教授演講、新生家
長座談會、優九聯盟校長暨主任秘書會議、年度特殊作業體檢會、姚明東吳同
學會、物理學史研習會、2016 全球大數據國際會議、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
心成立暨產學合作記者會及蔡宗榮教授歡迎茶會，配合協助講者接待、維安支
援、記者接待、場地佈置及場地恢復等工作。
2. 兩校區支援各單位申請搬運物品、器材、場地佈置等共 164 人次；公務車派遣
支援共 14 車次。
3. 支援楓雅學苑、榕華樓周邊花木修剪之環境維護人力共 14 人次。
(二) 停車管理與接待服務
1. 支援安排馬英九講座教授演講、新生家長座談會、優九聯盟校長暨主任秘書會
議、年度特殊作業體檢會、姚明東吳同學會、物理學史研習會、2016 全球大數
據國際會議、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成立暨產學合作記者會及蔡宗榮教授
歡迎茶會等，外賓來校停車約 378 輛次。
2. 完成雙溪校區楓雅學苑前宿舍區及寵惠堂前校車後方公務機車停車格格線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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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畫線作業。
六、 雙溪校區邊坡安全監測：105 年度第 6 次校園水土安全巡勘監測作業，長碩公司已於 10
月 17 日實施邊坡監測作業及 10 月 26 日實施巡勘事宜，目前整體邊坡擋土牆尚屬穩定，
另有「教研二樓北側擋土牆」
、
「安素堂周邊擋土牆」
、
「楓雅樓與松勁樓北側第一階擋土
牆」
、
「綜合大樓南側擋土牆地錨保護頭」及「教師宿舍區 52-54 號東北側三階砌石擋土
牆」等 5 處邊坡擋土牆老舊，後續將依建議編列預算改善。
七、 設施維護工程：10 月份受理請修案總計 681 件，其中完成自力修繕案 311 件、委商修繕
案 79 件，其餘 291 件尚在進行中。重點項目摘要如後：
(一) 雙溪校區
1. 臨溪路設置減速墊及劃慢字工程。
2. 第二教研大樓溪邊木棧道整修工程。
3. 綜合大樓大階梯扶手延長工程。
4. 校安中心大門整修工程。
5. 教職員宿舍 70 之 43-46 號地面整修工程。
6. 教職員宿舍 70 之 70 號地面淘空整修工程。
7. 合江學舍 R406、R505、R204、大門採光罩破損修繕。
8. 教職員宿舍 70 之 72 號宿舍壁癌處理。
9. 榕華樓、柚芳樓及松勁樓寢室漏水修繕。
10. 綜合大樓 1 樓東側廁所地板滲水修繕。
11. 第一教研大樓德文系主任辦公室頂版滲水修繕。
(二) 城中校區
1. 完成第二大樓七樓圖書館室內新設樓梯工程監造事宜。
2. 完成崇基樓圖書館閱覽室裝修工程監造事宜。
3. 完成第三大樓 3206-1 研究室防水整修。
4. 完成第五大樓 3～6 走廊天花板側板更新工程。
5. 完成第五大樓望星廣場處外牆磁磚檢修工程。
6. 完成第二大樓北側水泥樹穴斷裂檢檢修工程。
7. 完成第二大樓北側休憩區木地板檢修工程。
八、 105 學年起重大工程、財物採購執行
(一) 雙溪校區
1. 超庸館電力系統第二階段改善工程：已於 105 年 10 月 11 日完成招標，由騰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1,218 萬元承攬，預定 106 年 8 月 31 日完工。
2. 東荊學廬無線網路系統：已於 105 年 10 月 31 日完成驗收。
3. 綜合大樓友善廁所裝修：已於 11 月 2 日完成驗收。
(二) 城中校區
1. 圖書館城中分館六、七樓增設樓梯：已於 105 年 10 月 15 日完工，並於 105 年
10 月 26 日總務長主持初驗合格，預定 105 年 11 月 11 日辦理正式驗收。
2. 第一閱覽室整修：已於 105 年 10 月 19 日完工，並於 105 年 10 月 16 日辦理初
驗，計有 14 項缺失，限 105 年 11 月 9 日完成，查驗合格後，辦理正式驗收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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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體育室「球場設備採購案」：已於 9 月 9 日由銓運體育用品事業有限公司以 144
萬元得標，廠商備料中，預定 106 年 1 月 20 日完成。
4. 城中校區冷氣送風機、空調箱維護保養：已於 8 月 12 日至 9 月 26 日完成教室、
辦公室送風機共 860 台及空調箱 7 台清洗維護保養，並於 105 年 10 月 31 日完
成驗收。
九、 電信總機設備租賃進度：經與多家電信廠商接洽，辦理各項方案評估及市場調查，本校
EMBA 校友陳志銘學長所屬之三煜通信除捐贈本校兩校區全新進口歐系電話交換機及
週邊設備（總市價為 1,190 萬元）
，另維護案含兩校區網路通訊費用每月約 7,000~10,000
元不等，經比較與原規劃月省 30,750 元，全案維護 8 年可節省 2,952,000 元，符合本校
最佳成本效益。後續將管制辦理相關請購締約事宜。
十、 兩校區水電用量檢討
(一) 用電
1. 105 年 10 月（9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電比較：本期兩校區使用日數 30 天與去
年同天，總用電度數減少 4 萬 8,900 度，日均用電度數比例減少 3.29%（雙溪減
少 2.69%，城中減少 4.41%），總電費支出減少 62 萬 3,004 元（含電費調降），
減少比例 11.40﹪。
2. 105 年 10 月總用電度減少，仍有 6 棟校舍日均用電度較去年正成長。用電成長
前五名：心理系、寵惠堂、機車停車場、哲生樓及文化樓。負成長校舍前五名：
一大樓、教師研究二樓、四大樓、三大樓及松怡廳。
(二) 用水：105 年 10 月（105 年 9 月使用）與去年同期用水比較，本期兩校區使用日
數 30 天，與去年同。總用水度數增加 1,191 度，日均用水度數比例增加 7.84%（雙
溪增加 1.46%，城中增加 27.08%）
，總水費支出增加 18 萬 6,201 元，增加比率 89.15%。
（台北自來水自 105 年 3 月 1 日起調漲水費，調漲幅度約 1 倍）
十一、
教師研究室管理
(一) 為維護校園建築物使用安全，教育部要求 60 年前之建物，需評估補照成本及經濟
效益後，依建築物屬性分階段採拆除、作為歷史建物、辦理補照等措施辦理。屬
60 年後依建築法相關規定需補領使用執照之既有建物，於 106 年底前完成補照。
(二) 雙溪校區目前尚有 5 棟校舍未完成補領使照程序，辦理情形摘要如後：
1. 教師研究二樓及光道廳已完成結構安全鑑定，教師研究二樓先協調臺北市政府
核給土地使用同意書（局部佔用），光道廳依計畫賡續委託建築師作業中。
2. 依教育部 105 年 9 月 10 日函有關行政指導，47、47-1，48、49，50、51 等三棟
鐵皮屋頂校舍，均屬總樓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以下建物，且座落土地均非
本校管有，經評估無法申辦使用執照。本處已備妥說明資料於 105 年 10 月 25
日陳報教育部申請解除列管，由本校自行維護。
十二、
105 年 10 月份保管服務業務統計
(一) 財產管理：10/1-10/30 兩校區增財產共 108 筆（金額 1,792 萬 6,397 元）
，財產報廢
共 238 筆（金額 93 萬 3,433 元），財產移轉共 104 筆。
(二) 消耗品倉儲管理：10/1-10/25 兩校文具紙張發放 100 筆，清潔用品發放 4 筆，電腦
耗材發放 5 筆。
(三) 場地管理：10/1-10/25 各會議場館共申請 238 場次，雙溪校區 130 次，城中 10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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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教室由採購保管組登錄共 325 次，其中雙溪校區 212 次，城中校區 113 次。
(四) 學位服個人借用：10/1-10/25 共計借出 39 套，其中雙溪校區 28 套，城中校區 11
套。
(五) 招待所住宿：10/1-10/31 東荊、東桂兩學廬共安排 14 次住宿申請，其中東荊學廬
單人套房共進住 10 次/10 人；東桂學廬共進住 2 次，2 室家居房共進住 1 次/2 人，
3 室家居房共進住 1 次/3 人。另，原有眷招待所 3 室家居房共安排 2 次住宿申請，
共進住 2 次/3 人。
十三、
出納服務業務統計
(一) 105 年 10 月 8 日至 105 年 11 月 4 日止現金及銀行存款總收支概況為收入 9 億 6,934
萬 628 元，支出 9 億 7,316 萬 6,377 元，已逐筆入帳，並依規定完成行政程序。
(二) 依據 105 年 11 月 4 日止結存日報表分析，本校資金配置明細如下：銀行活期存款
13.96%、支票存款 2.07%、定期存款 73.24%、政府公債 4.89%、證券投資 2.95%、
短期票券 2.89%。
(三)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註冊及註冊作業進度協調會議於 105 年 11 月 3 日召開，
註冊作業行程、繳費單印製及寄發時程已排定，後續本組將依定時間，展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繳費單製作前置作業事宜。
(四)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起，期中退補費分二梯次辦理，第一梯次先辦理碩士在職專
班，第二梯次辦理學士班、碩博班及進修學士班。本學期碩士在職專期中應收總
數為 1,532 萬 6,733 元，補繳期限 105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月 21 日止，應退總數 102
萬 456 元，已於 105 年 11 月 9 日辦理退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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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十一月
【研究事務組】
一、 研究計畫類
（一） 科技部106年度「曜星研究計畫構想書」案，本校共計1位老師提出申請。
（二） 本校教師執行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持續辦理經費結案事宜，截至10月底已完成43
件計畫之經費結案。
（三） 科技部「創造價值的科技研發試辦計畫─人口高齡化議題之挑戰計畫」案，敬請有意
申請之教師於105年10月25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四） 科技部2017年「臺灣與法國雙邊合作專題研究計畫構想書」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
於105年10月27日法國時間13:00整(台灣時間同日20:00整)前完成註冊及提送構想書

（五）
（六）
（七）

（八）

作業，並於105年11月3日前將雙方合作構想基本資料檔以電子郵件通知科技部承辦同
仁陶正統副研究員(cttao@most.gov.tw)。
科技部106年度「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研究試辦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
師於105年11月15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科技部2017年「臺德(MOST-DFG)雙邊合作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
年11月24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科技部2017年「臺德(MOST-DFG)雙邊雙邊研討會及研究訪問計畫」案，採隨到隨審方
式，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活動辦理前4個月依申請須知所述方式，檢附中文相關資
料，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科技部 106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5 年 12 月 11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九） 新進教師（助理教授）106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預審作業，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
於105年11月10日前，備妥計畫書（初稿）及學系推薦校內外審查委員名單，送交研
究事務組辦理。
二、產學合作計畫類
（一） 辦理本校教師/學術單位與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產學合作計畫簽約案共1
件。
（二） 臺北市立動物園「106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年10
月26日前，填具本校「教師執行研究計畫投標/議價申請表」並檢附申請文件，擲交
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三） 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認識藏傳佛教研究計畫」案，敬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5
年12月27日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檢附計畫申請書1式3份（正本1
份，影本2份）及電子檔光碟片1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四） 105學年度「酷點校園網路平台」－「大學商品網」及「發想車庫」申請案，敬請有
意申請之師生團隊填具商品上架及創意上網之相關表單如附件2~5，或於研究事務組
網頁(http://www.scu.edu.tw/rad/研發成果管理/）下載，申請表填妥後擲交研究事
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五）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6年「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案，敬請有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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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共同提案之教師於105年12月28日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並檢附
合作研究意向書1份，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六） 「酷點校園資訊平台」人員於105年10月18日到校舉辦簡報說明會，計有社會資源處
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商學院企業創新育成中心、研發處相關同仁及學生社團參
與，商討有關本校校園商品上架事宜。
（七） 提醒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履約期限（有延遲罰則），計有陸委會、運研所、健
保署、資策會4件。
三、校外獎補助類
（一） 「美國戴氏基金會」2016 年捐助本校美金 50 萬元，使用項目如下：
1. 學生生活學習助學金：美金 50,000 元(學生事務處美金 40,000 元，金陵女中美
金 10,000 元)。
2.
3.
4.
5.

商學院學生赴美國雷鳥全球管理學院獎助學金計畫：美金 55,000 元(商學院)。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計畫：美金 25,000 元(商學院)。
改善學校校舍經費：美金 150,000 元(總務處)。
提升教學研究資源計畫─購置電子資料庫：美金 170,000 元(研究發展處美金
150,000 元，圖書館美金 20,000 元)。
6. 獎勵傑出交換生計畫：美金 50,000 元(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二） 科技部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案，本校審查通過化學系謝依婷
助理教授 1 件，獎勵期間為 3 年，獎勵金額每月 2 萬元。
（三） 科技部 106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本校共計申請補助經費新臺幣
250 萬元。
（四） 科技部 105 年度「傑出研究獎」，本校共計 1 位老師提出申請。
（五） 教育部「第 61 屆學術獎申請案」，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5 年 12 月 26 日前，填具本
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料，擲交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六） 教育部「第 21 屆國家講座申請案」，由於申請案須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故請有意
申請教師於 105 年 12 月 19 日，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檢附相關資料，
擲研究事務組辦理後續事宜。
（七） 七、2017 年第十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及「台灣女科學家新秀獎」，敬請有意
申請之教師於 105 年 11 月 24 日前，填具本校「辦理研究庶務申請表」並附相關資料，
紙本擲交研究事務組，電子檔寄送至 rad@scu.edu.tw，俾便辦理後續事宜。
（八） 辦理科技部「105 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 11 月份獎勵金」及「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11 月份獎勵金」撥付事宜。
四、校內獎補助類
（一）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 月份核定通過「胡筆江先生紀念專款」3 件補助案及「戴氏基
金補助教師交換研究及邀請學者講學」1 件補助案。
【校務發展組】
一、校務發展計畫
（一） 103-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1. 105 年 10 月，辦理師資培育中心、健康暨諮商中心、讀者服務組、體育活動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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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等 5 單位共 7 案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子策略異動及預算配置事宜。
（二）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1. 105 年 10 月 7-31 日，回收各一級學術暨行政單位提報之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
計畫，並辦理審查作業。
2. 105 年 10 月 12 日，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藍圖提案至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
二、105、106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提報作業
（一） 105 年 10 月 17 日，蘇英華組長、吳純蓉組員出席教育部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第六教
學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之「106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系統說明
會」。
（二） 105 年 10 月，追蹤 105 年 8-12 月（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執行
狀況。
（三） 105 年 10 月 19 日，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函知本校「104 年度教育部獎
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書面審查意見（初稿），請各校於 105
年 11 月 3 日前提出回應說明。本次審查意見分「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
成效」
、
「針對 103 年度計畫書面審查/統合視導意見之回應說明或具體改善情形」
、
「經
費支用規劃與執行情形」
、
「經常門經費執行情形」及「資本門經費執行情形」等五部
分，共 15 項意見。
三、教育部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
（一） 105 年 10 月 12 日，杜權韋助理出席教育部於亞洲大學行政大樓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之
105 年第 2 梯次「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申請說明會（高教場）」。
（二） 105 年 10 月 14 日，教育部函知 105 年度第 2 梯次「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暨「國
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申請作業須知，本校由教務
處、學生事務處、人文社會學院及商學院提報相關計畫。
【評鑑組】

一、 教學評量作業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課堂反應教學評量結果居全校前 25%教師之感謝狀，已分送各
學系(單位)，請代為轉頒相關教師(前 10%由校長具名共有 112 名，前 11-25%由教務長
具名共有 162 名)。

二、 校務資訊應用平台
目前俟平台預算最後確認後，預計著手進行招標採購事宜，同時間已著手進行此平台所
需之校務資訊的清單整理，擬 11 月規畫之後與各單位討論校務資訊所需資料項目的時
程安排與討論內容。

三、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機制
已完成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大二學生」與「大三學生」等三項問卷調查，目前
正進行問卷讀卡作業。

四、 自辦系所評鑑後續獎勵
（一） 教育部 105 年 10 月 24 日來函通知本校所報「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業經認定，可將
自我評鑑與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認可結果，對外公告評鑑機制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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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依據來函指示，於本校「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學校績效表現」-「近三年
各類評鑑結果」公布本次認可及各學制評鑑結果。
（三） 於評鑑組網頁設立「評鑑專區」，並依來函指示，提供本校評鑑機制及成果，以符合
教育部「適度公開」評鑑訊息之要求。

五、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一) 補正各計畫關鍵績效指標項目，以利管考作業後續進行。
(二) 有關更正資料所造成的作業時間延誤，已函知各單位調整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
單位自評作業。
(三) 有關共同性 KPI(例如：課程教材上網率、教學結果不佳教師項目百分比)，將由評鑑
組個別提供予相關單位。
六、 教育部校務資料庫
(一) 依教育部校務資料庫時程，已請人事室於時限內(105 年 10 月 18 日前)完成教 1 表冊
(專兼任教師明細表)資料核對及上傳。
(二) 本次 105 年 10 期線上填報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止，各單位資料上線後，將開始逐一
進行資料檢核，並於教育部規定時程內完成檢核及報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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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十一月
一、辦理本校境外生作業及學生活動等相關事宜：
(一) 105 年 10 月 16 日辦理境外生「散步詠涼天：貓空健行、觀瀑、品茗之旅」活動，共計
師生 93 人參加。
(二)105 年 11 月 1 日公告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級赴國外協議學校交換學生推薦名單，共計推
薦 152 名，剩餘 137 個員額將於 11 月中第 2 梯次再次開放申請。
(三)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赴大陸交換補甄選事宜，經國際交流委員會決議共計推薦 23 名
學生。
(四)規劃於 105 年 11 月 14、16、18 日於雙溪校區辦理三場次陸生大一期中座談會、11 月 21-22
日第一屆陸生畢業生座談會及 11 月 23 日自費生研修生座談會。
(五)規劃辦理 105 年 11 月 26 日境外生與潘校長「水岸鐵馬樂秋遊」活動。
(六)辦理教學卓越計畫-國際文化名師系列講座，預定場次如下：
1.105 年 11 月 22 日(二)1300-1500「探索異國文化，從這裡開始！」
，雙溪國際會議廳/講師：
石松函/日語口筆譯、日本旅遊領隊、AG 行銷公司副社長。
2.105 年 11 月 30 日(三) 1300-1500「國際觀培養，從現在開始！」
，城中 5117 會議室/講師：
洋風博士/東吳大學社會系兼任助理教授。
3.105 年 12 月 14 日(三) 1300-1500「留學經驗加分職場競爭力！」
，城中 5117 會議室/講師：
鍾子偉/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執行長。
4.105 年 12 月 21 日(三) 1300-1500「培養國際移動力：小布希的逐夢旅程！」，雙溪國際會
議廳/講師：蕭育正/國際導遊。
二、辦理與海外大學簽訂校級協議、陳報教育部事宜：
(一)105 年 9 月 1 日完成與江西財經大學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流協議。
(二)105 年 10 月 25 日完成與四川師範大學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流協議。
(三)簽署中協議單位，共 10 所：
1.荷蘭海牙應用科學大學(校級學生交換協議附約)
2.華東政法大學(學生交流)
3.浙江財經大學(校級)
4.澳洲昆士蘭大學(校級)
5.美國東密西根大學(校級)
6.香港教育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換)
7.上海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換)
8.山東財經大學(校級、學生交換及學生交流)
9.法國里爾政治學院(校級及學生交換)
10.比利時阿德維德大學(校級及學生交換)
三、接待外賓蒞校參訪：
(一)105 年 10 月 12 日安排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Xuan-Thao Nguyen 教授拜訪本校法學院，由洪
家殷院長及何婉君老師協助接待。
(二)105 年 10 月 12 日安排美國達拉斯德州大學亞洲中心主任 Ms. Monique Wedderburn 拜訪
本校商學院，由商學院陳惠芳副院長及經濟學系師長協助接待。
(三)105 年 10 月 19 日接待日本中央大學 Yano Yoshiro 教授帶領 18 名學生來訪，並分別至
日文系及社會系參與座談。
(四) 105 年 10 月 25 日接待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周春良常委等 6 人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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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5 年 11 月 4 日協助接待外交部 6 名斯洛伐克議員來訪，由本校中東歐中心張家銘主任、
鄭得興老師及施富盛老師出席座談會並安排校園導覽。
(六) 規劃安排預計於 11 月 8 日吉林大學王利鋒副校長來訪、11 月 9 日寧夏赴臺灣高校學科
建設和科技創新管理培訓班，寧夏教育廳王春秀副廳長一行 25 人來訪及 11 月 10 日上海
市教育委員會張興副處長一行 6 人來訪行程。
四、國際組織活動、參加教育展及國際招生業務事宜：
(一)105 年 10 月 13-16 日趙維良副校長、國際事務中心黃心怡主任及黃寬裕牧師前往印尼峇
里島出席亞洲基督教大學協會(ACUCA)雙年會。
(二)105 年 10 月 20-23 日由姚思遠學術交流長、國際事務中心黃心怡主任、李景根組員及兩
名香港地區僑生出席香港教育展，除招生展攤位及本校招生講座外，亦於 10 月 22 日同
步簽署臺港學校合作協議。
(三) 105 年 10 月 25 日至 27 日兩岸事務中心魏嘉慧專員及余孟儒組員赴上海參加「上海交
大海外遊學展覽會及創新創業論壇」
，宣傳本校學生交流項目、並針對兩岸大學創新創業
教育相關議題交換意見。
(四) 105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兩岸事務中心陳玉美組員代表出席大陸地區四川大學
辦理之「2016 海峽兩岸研修生項目承辦人工作研討會」
，分享本校辦理研修生之相關經驗，
並和與會之 10 餘所兩岸大學院校近 40 位師生進行互動交流。
(五)規劃出席 105 年 11 月 10 日至 13 日澳門招生教育展。
(六)規劃出席 105 年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12 日於台南成功大學舉辦之 「台灣與東南亞暨南亞
大學校長論壇雙年會(SATU 會議)」。
(七)規劃出席 105 年 11 月 13 日至 16 日於泰國舉辦之「國際大學協會(IAU)第 15 屆大會」。
(八)規劃出席 105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於廈門大學舉辦之「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名校兩岸
事務部門負責人研討會」。
(九)規劃出席 105 年 12 月 2-4 日於杭州舉辦之
「2016 海峽兩岸大學協同創新的機遇與挑戰(引
智分會)」。
五、各項獎助學金及計畫申請：
(一) 105 年 10 月 11 日公告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大學學生境外交換研修獎補助申請，
申請截止日至 10 月 31 日止。
(二) 105 年 10 月 13 日公告辦理 2017 年度第一期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申請
事宜，校內申請截止日期為 10 月 25 日止，本期一般類別推薦人數 8 人、日本研究類別 2
人，共計推薦學生 10 人。
(三) 105 年 10 月 24 日公告辦理本校 105 年度第二期教學卓越計畫學生赴國外研習補助申請，
申請截止時間為 11 月 18 日。
(四)105 年 10 月 26 日公告辦理教育部「青年赴新南向國家深度研習計畫」推薦申請，校內
申請截止日期至 11 月 7 日止。
(五)105 年 10 月 27 日公告辦理科技部「2017 青年暑期營計畫(Summer Institute Programme)」
申請，校內申請截止日期為 106 年 1 月 6 日止。
七、其他會議及業務：
(一)105 年 10 月 25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2 次會議，議案包括本校
與法國里爾政治學院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與學生交換協議案、審議 106 學年度第 1 學
期國際學術課程「海外研修專題」─澳洲昆士蘭大學暑期研修課程續開案、審議 105 學
年度第 2 學期本校學生赴大陸交換補甄選申請案、審議 106 學年度第 1 次赴國外協議學
校之校級交換學生甄選案、審議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生自費研修延長修業時間
24

案及本校與比利時阿德維德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與學生交換協議案。
(二)105 年 11 月 3 日國際處王筠蕙秘書出席 2017 亞洲教育者年會(APAIE)第一次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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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處
十一月
一、捐款業務：105.10.01-10.31 捐款金額共有新台幣 6,117,467 元，捐款人數 228 人，最高捐
款用途為校長室專用款，10 月份 10 萬元以上捐款資料如下（依捐款金額排列）：
中文姓名
黃啟瑞
劉吉人
麗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
成長協會

捐款金額
捐款用途
1,000,000 校長室專用款
學生事務處-105 學年度第 1 哩新生定向
894,200
輔導系列活動實物一批
600,000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專用款
500,000 商學院專用款-EMBA 約聘組員薪資

東吳之友基金會

498,122 英文系-袁鶴翔教授 105 學年度薪資

陳宏正

300,000 政治系發展專款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

300,000 會計系專用款

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

180,000 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

詹志清

179,300 財精系-德慎精算獎助學金專款
日文系-第 18 屆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
138,780
比賽專用款

拓殖大學後援會
陳惠貴

100,000 體育室發展專款-東吳國際超馬專用

曾文衍

100,000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位學程專用款

傅祖壇

100,000 商學院專用款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位學程專用款

二、捐款回饋致謝：
（一）10 月寄發謝函共計 60 張，捐款收據共計 60 張。
（二）10 月寄發中、大額捐款人生日卡共計 48 張。
三、校友代辦文件業務：為服務校友，代為申請成績單及學位證明等資料，105.10.01-10.31
共計服務 38 人。
四、校園紀念品經營業務：105.10.01-10.31 販售金額為新台幣 255,498 元（含預開未收款 135,377
元）。
五、校友活動：
（一）105.11.05（六）與台北市東吳大學校友會聯合主辦「第 11 屆揮桿同樂-東吳大學校友
盃高爾夫球聯誼賽」
，假林口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舉行，邀請校長蒞臨致詞指導。
活動經以郵件、電話熱情邀約，共計有 84 名校友報名。
（二）105.10.30-11.02 東吳之友基金會會長 Mr. Edward Rada 與林蕙瑛董事、唐孝先董事、
陳淑華董事等四名蒞臨訪校。於 105.10.31.邀集校內各獎補助單位，召開捐款使用
說明與執行成果會議，晚上假高記餐廳舉行歡迎晚宴，席中 Mr. Rada 代表戴氏基
金會致贈捐款美金 50 萬元支票乙紙。
（三）105.10.21-10.26 由副校長、社資長以及二位同仁前往美國加州參加楊故校長其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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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會，向師母及校長千金表達悼念之意。期間並拜會南加州、北加州校友會以及東
吳之友基金會會長及董事，以活絡增進與海外校友與友人之聯繫，尤其此行為本校首
次與北加州校友聚首，實屬難得。
六、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
105年度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資料已於10月底完成上傳教育部網站，並皆已達成校訂
預期回收率。
（一）103學年度畢業滿1年之學士班回收率：60.49％、碩士班回收率：59.19％、博
士班回收率：66.67％。
（二）101學年度畢業滿3年之學士班回收率：58.40％、碩士班回收率：57.48％、博士班
回收率：50%。
七、UCAN 大三普測：
邀請各學系和生涯發展中心合作辦理大三學生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目前已
有 22 學系回覆將安排 35 場班級團測，另有 1 學系尚未確定，將持續進行協調，並配合
教學資源中心執行東吳大學 IR 應用研究計畫，邀請社工系、德文系、微生物系、化學系
及企管系合作進行學生 UCAN 測驗長期施測與分析。
八、學系專業職涯講座計畫：
生涯發展中心與社工系、德文系、化學系、法律系及企管系的職涯發展課程合作，辦理
專業職涯講座。已辦理 2 場演講，預計將再辦理 4 場演講與 1 場職涯測驗。
九、證照獎勵申請暨考照課程：
105 年最後一梯證照獎勵收件日期為 105.11.01-11.10，已張貼海報加強宣導。國際專案管
理師(IPMA)考照課程已開始報名，報名日期截止日 105.11.11。
十、企業參訪：
11 月份參與 2 場由大同大學所舉辦之企業參訪，共計 15 位同學報名，105.11.03 於大同
公司龍潭廠區，105.11.24 於大同總公司進行參訪。
十一、企業實習補助：
預計於 105.11.22 及 105.11.24 辦理 105 學年度實習心得分享會，並規劃 106 學年度實
習調整方向、修改實習合約書、國內外實習工作及打工權益宣導等事項。
十二、就業博覽會：
預計將於 11 月中旬完成企畫書提案，並聯繫活動廠商，針對預訂場地（城中校區、雙
溪校區操場跑道內側、雙溪校區綜合大樓）進行場勘與估價。
十三、最後一哩課程：
以職場先修課程為主軸，進行課程安排等相關事宜，如：經費借支、講師邀請、接洽
活動廠商進行場勘與估價等，預計於 11 月下旬製作相關文宣資料、電子與實體宣傳、
課程跟課工讀生訓練等事宜。
十四、藝文小旅行：
（一）105.11.16（三）13：30 假台北當代藝術館 MOCA Studio，辦理「台北當代藝術館看金
工雕塑•阮文盟個展」參訪。阮文盟出身台灣，旅居德國多年，擅長跨界整合設計，創
作橫跨多項領域，其創作小至金銀細工的珠寶與首飾設計，大至與建築結合的壁飾、
環境景觀及純粹雕塑。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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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11.18（五）13：30 假歷史博物館，辦理「歷史博物館看李源海的水墨世界」參訪。
李源海，出生於臺灣苗栗，自小即展現極佳的藝術天分，曾赴德國進修卻因故與德國
藝術學院深造的機會失之交臂，返臺後投入水墨藝術創作，為現今嶺南畫派重要傳人
之一，致力於將西方文化融入東方水墨傳統藝術創作，為臺灣當代承傳中國現代水墨
發展脈絡的指標人物。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三）105.11.23（三）15：00 假關渡美術館，辦理「關渡美術館看張光賓的學行記痕」參訪。
張光賓生於四川達縣，來臺後，歷二十載軍旅，55 歲時轉入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從
事研究，為學界著稱的元代書畫研究專家。在近代書畫的發展脈絡上，張光賓先生是
位終生書畫不輟、晚熟而大成，並在學術研究領域成就斐然的傑出文化行者。歡迎全
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四）105.11.25（五）13：30 假錦州藝文中心，辦理「錦州藝文中心看陳宏勉的書畫印展」
參訪。陳宏勉字君碩，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師承梁乃予、李猷，與臺靜農、
王壯為、曾紹杰薰陶傳統文化的生活美學。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十五、幸福手作：
105.11.23（三）12：00 於城中校區游藝廣場辦理「靜心寫心經」活動，透過手作，體
驗美感教育，打開五官，重新體驗五感，學習與提升創意力。
十六、給你好看：
105.11.17（四）18：30 於松怡廳辦理「Shakespeare Lives 2016 校園巡迴-劇場實錄電影
《HAMLET》
。今年是莎士比亞逝世 400 年，美育中心與英國文化協會、臺灣莎士比亞
學會合作。
《HAMLET》為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劇場實錄電影《HAMLET》
，是一
齣向莎士比亞年代致敬的反串演出，由電影《愛的萬物論》主演瑪克辛．皮克，以女
性飾演哈姆雷特一角。有別於舞台演出觀賞視角，劇場實錄電影《哈姆雷特》完美地
捕捉了演員的精湛能量，表演場地的極致親密感，猶如置身於現場觀眾之中，徹頭徹
尾專注在美妙的演出裡。歡迎全校師生踴躍索票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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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十一月
◎人文社會學院：
一、以《跨域應用‧接軌國際-再造東吳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永續發展》為願景，於 10 月下
旬起寄送信件向院友尋求支持，作為未來學院補助學生至企業與海外實習、師生跨域整合
課程、師生獎助學金及學系辦理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所需之經費，並藉此開拓實習機構合作
夥伴。
二、10 月 5 日公告受理 106 學年度本院補助教師研究計畫申請案，截止時間為 11 月 5 日。
三、10 月份審核通過部分補助中文系姜守恩研究生出席杜甫文化接受與傳播全國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機票費；政治系劉書彬老師出席 2016 年歐洲學術研究論壇發表論文機票費；音
樂系嚴福榮老師出席 2016 香港新音樂文化發表作品差旅費；社會系何撒娜老師出席中國
廣州「地方與全球視野下的中國飲食與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差旅費；政治系陳立剛
老師、許雅棠老師、王輝煌老師及蔡韻竹老師參加與蘇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合辦「第二屆
城市發展論壇：城市公共管理-理念 組織 政策與實踐」發表論文差旅費。
四、10 月 13 日提送申請教育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培育計畫。
五、10 月 14 日辦理新北市立秀峰高中來訪本校之招生宣傳活動，來訪本院之同學總計 62 位，
分別由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政治系、社會系及社工系代表師長進行學系簡介，並安
排第二教研大樓導覽參觀。
六、10 月 19 日公告 105 學年度人文社會學院獎助學金實施辦法，受理申請至 11 月 10 日截止。
七、10 月 21 日至 25 日支援秘書室、社資處業務，前往美國參加楊其銑校長追思會及拜訪南加
州與北加州校友會。
八、國內及國際交流
(一)為增進國際學術交流，本院擬與日本奈良女子大學文學部及人間文化研究科簽訂學
術交流協議，此案提送本院 10 月 5 日院務會議討論通過，10 月 27 日業經校長核定
通過。
(二)10 月 9 日至 14 日黃院長前往泰國參加人權相關會議，並洽談學生赴國外實習機會。
(三)10 月 19 日公告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赴捷克馬薩里克大學交換申請，依協議規定名額
為 1 名本院學士班學生。11 月 1 日經社會系施富盛老師面試，錄取政治系二年級陳
芃瑄同學。
(四)10 月 21 日公告本院與愛知大學中國研究科跨國雙博士學位制合作計畫，該計畫適用
對象為本院中文系及政治系博士班學生，報名時間為 11 月 9 日至 13 日。
九、10 月 7 日提送本院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後續配合調整修訂相關事宜。
十、會議辦理
(一)10 月 5 日辦理第 1 次院務會議，會中討論通過討論《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人權學
程設置辦法》及《東吳大學人權學程修讀辦法》法規修訂案及本院與日本奈良女子
大學(Nara Women’s University)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案。
(二) 10 月 18 日辦理本院 105 學年度補助教師研究計畫說明會，向教師與助理說明未來
計畫經費執行注意事項。
(三)10 月 19 日辦理第 3 次主管會議，會中討論修訂「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術研究績
效獎勵辦法」、「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研究計畫補助作業要點」及本院招生相關事
宜。
(四)10 月 25 日召開人社院 105 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本次主要審議各單位 105 學年
度課程新開、異動、補審案；各單位學生實習相關辦法案；以及社會系及師培中心
課程外審案，提案全數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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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創意人文學程及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
(一)10 月 5 日哲學系黃筱慧老師『符號與敘事』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上海智海揚濤
廣告公司客戶群經理廖英志老師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中國的互聯網世界」。
(二)10 月 17 日召開 105 學年度創意人文學程暨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第一次作業小組會議，
會議主題為兩學程 104 學年動活動一覽及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活動規劃等。
(三)10 月 17 日召開 105 學年度創意人文學程暨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第一次實習委員會議，
會議主題為兩學程 105 學年度實習生近況報告及實習督導訪視相關規定。
(四)10 月 18 日政治系蔡秀涓老師『台灣重大公共議題入門』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政
大公行系莊國榮教授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轉型正義與課綱」。
(五)10 月 20 日社工系李淑容老師『社會問題』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行政院核能委員
會邱耀平研究員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核能問題」。
(六)10 月 25 日政治系蔡秀涓老師『台灣重大公共議題入門』課堂舉辦協同教學，邀請政
大法律系林佳和教授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勞動條件—工時、休假與權益」。
(七)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支用情況統計。
十三、其他
(一)持續辦理教育部「東吳大學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人文社會知識思辯與行
動關懷的改造」計畫。
(二)規劃籌辦人社院教師交流工作坊系列活動。

◎中文系：
一、105 年 10 月 1 日(六)於國際會議廳舉行「席慕蓉研討會」，兩岸三地約二十餘位學者參
與，沈惠如老師 發表論文：
「 論席慕蓉旅行書寫中的城市空間閱讀」﹔叢培凱老師發表
論文：
「從語言風格學論席慕蓉詩中的音樂美感」並擔任講評工作，期間席慕蓉老師亦蒞
臨會場聽講及現場朗誦詩歌。
二、105 年 10 月 3 日(一)完成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功能導師、班級導師編聘及導生安排。
三、105 年 10 月 3 日(一)- 10 月 31 日(一)專技人員普考 100 年- 104 年之題目匯入 Moodle 平
臺。
四、105 年 10 月 3 日(一)- 10 月 31 日(一)大一國文中文素養施測。
五、105 年 10 月 3 日(一)–10 月 31 日(一)中文素養文字記者新聞稿競賽活動。
六、105 年 10 月 3 日(一)- 10 月 31 日(一)郵局 100 年-104 年之題目匯入 Moodle 平臺。
七、105 年 10 月 3 日(一)- 11 月 3 日(四)山東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雷傳平與秦海燕二位副教
授蒞臨本系訪學。
八、105 年 10 月 3 日(一)公告 105 年「具研究潛力優秀學生獎勵」得獎名單，計有林莉妤、
蕭亦翔、游喬茵、曾珮瑜、江鎧安等 5 位同學獲獎金及獎狀乙張。
九、105 年 10 月 4 日(二)上午 10:00-12:00 於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辦國學講座，鍾正道主任
擔任主持人，中研院曾永義院士專題演講：「詩情與詞情」。
十、105 年 10 月 5 日(三)12:10 於 D0733 室召開本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議。
十一、105 年 10 月叢培凱老師擔任「第四屆佛光文學創作獎」評審。
十二、105 年 10 月 12 日(三)10:00-1200 於第二教研大樓 D0734 教室，鍾正道主任執行「東
吳大學起飛計畫」黃岡師範學院陳志平老師演講：「梁元帝的焦慮與金樓子的寫作」，林
伯謙老師擔任主持人。
十三、105 年 10 月 12 日(三)-10 月 17(一)日林宜陵老師受邀前往吉林大學參加杜甫文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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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與傳播全國學術研討會暨四川省杜甫學會第十八屆年會。
十四、105 年 10 月 14 日(五)13:00-15:20 於第二教研大樓松怡廳進行招生宣傳活動，由本系
叢培凱老師簡介系況，王雅慧、靶耐歐兒助教協助新北市立秀峰高中高二學生參訪雙溪
校區。
十五、105 年 10 月 15 日(六)10:30-13:30 辦理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由本系鍾主任簡介系況，
協同大一導師鹿憶鹿老師、蘇淑芬、謝靜國老師共同主持，會議期間家長踴躍提出問題，
並由主任、導師及助教分別予以答覆。
十六、105 年 10 月 17 日(一)1530-1730 於哲生樓 H203 教室，由林伯謙老師執行「東吳大學
起飛計畫」邀請曲阜師範大學雷傳平、秦海燕老師分別演講：
「學記探論」
、
「言語行為理
論及其適用性分析」。
十七、105 年 10 月 18 日(二)叢培凱老師赴臺北市華江高中進行教學訪視。
十八、105 年 10 月 19 日(三)叢培凱老師赴臺北市重慶國中進行教學訪視。
十九、105 年 10 月 19 日(三)13:30-15:30 於本校普仁講堂舉辦「105 學年度上學期東吳大學
劉光義教授紀念專題講座」
，羅麗容老師擔任主持人，邀請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黃進興院士
演講：「再現中國傳統思想」。
二十、105 年 10 月 21 日(五)沈惠如老師受邀前往新竹教育大學演講，講題:「閱讀書寫計劃
的執行與大一國文創新教學」。
二十一、105 年 10 月 24 日(一)《文獻研究新視野──第四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文集》出版。
二十二、105 年 10 月 24 日(一)叢培凱老師､曲阜師範大學秦海燕副教授、雷傳平副教授赴
臺北市達人女中出席「2016 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臺灣語文教育經驗交流」。
二十三、105 年 10 月 26 日(三)12:10 於 D0733 室召開本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
會議，12:30 舉行兼任教師面試試教。
二十四、105 年 10 月 26 日(三)13:30-15:20 於綜合大樓 B509 電腦教室，與社會資源處生涯
發展中心合作舉辦中文系三年級學生「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測驗，以瞭解學生個人之
未來就業性向。
二十五、105 年 10 月 28 日(五)下午 18：30-20:30 於 D1005 會議室舉行第 193 次常態性學術
研討會，陳恆嵩老師演講：「倪元璐的經筵講章」，連文萍老師擔任主持人，蔣秋華老師
擔任講評人。
二十六、105 年 10 月 28 日(五)本系與佛光大學中文系、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協議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二)於佛光大學共同舉辦研究生研討會。
二十七、105 年 10 月 28 日鍾正道主任與沈惠如老師參加台北市立大學儒學與語文學術研討
會，並分別發表論文：
「論莫言〈白狗鞦韆架〉中的鞦韆」
、
「從繪畫到戲曲－黃向堅尋親
記遊事略探析」
。
二十八、105 年 10 月 29 日(六)沈惠如參加台灣大學戲劇系全球化年代的在地展演：2016 NTU
劇場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諧擬與反諷─影像敘事中的戲班文化及其現代意
義」。
二十九、公告本系 105 年「具研究潛力優秀學生獎勵」得獎名單。
三十、申請 106 年科技部人社中心「補助期刊編輯費用」經費。
三十一、召開《東吳中文學報》第 32 期第 2 次編輯委員會議。
31

◎歷史系：
一、系務工作：
(一) 105 年 10 月 27 日召開系務會議。
(二) 籌劃十一月史蹟導覽。
(三) 印製碩士班招生海報。
(四) 辦理本校學術研究獎助。
(五) 撰寫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成果報告。
(七) 申請科技部補助期刊媥輯費用。
二、本校於 105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舉辦「105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本系亦配合辦理。
座談會由盧令北主任主持，本系黃兆強老師、何宛倩老師及陳志豪老師三位老師出席。
由於家長們關注孩子在學校的適應狀況，所以本系邀請大一導師出席，與家長就學生的
生活與課堂情形進行雙向交流與溝通。會後家長咸對這次座談會的舉辦表示滿意。
三、演講活動：
(一)105 年 10 月 12 日邀請邱海嶽先生(曾任聯合報系影視新聞主管、公共電視副總經理)
以「台灣媒體演變概述：以影劇文化新聞與公共電視為例」為題發表演講。
(二)105 年 10 月 19 日邀請本系黃兆強老師以「當代新儒家徐復觀先生論《史記》」為題
發表演講。
(三)105 年 10 月 20 日邀請林文龍先生以「拍攝影片的第一堂課」為題發表演講。
(四)105 年 10 月 26 日邀請古正良先生（東森電視財經台節目製作人)，以「台灣電視史
與數位時代的新趨勢」為題發表演講。
(五)105 年 10 月 26 日邀請沈超群先生（風傳媒資深主編)，以「歷史與新聞：從傳統到
數位媒體的人生」為題發表演講。
四、學術交流：
(一) 105 年 10 月 19-23 日盧令北主任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及葉聖陶研究會之邀，前往
參加「兩岸學者並話․世界史」第二屆論壇，並以「美國內戰前南方分離運動的再
思考」為題發表學術演講。
(二) 105 年 10 月 28~31 日黃兆強老師應四川宜賓學院之邀，參加大陸版《唐君毅全集》
出版發行發布會暨「現代新儒家與現代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大師眼
中的大師：徐復觀論說唐君毅〉。

◎哲學系:
一、學術活動（校外來訪）：
10 月 18 日本系馬愷之副教授獲科技部補助邀請德國 Free University(Berlin) Hans Feger
客座教授，於 105 年 11 月 4 日至 10 日來台訪問。
二、學術活動（教師出訪）：
（一）10 月 5 日至 10 日本系黃筱慧老師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前往美國芝加哥帝
博大學 (Depaul University)，參加 10 月 6 日至 9 日 Crossing Boundaries——Ricoeur
in Global Age 國 際 研討 會 並 發 表 論 文 （ 題目 ： Crossing Boundaries between
Textualizing and Manifesting——Paul Ricoeur'sEmplotment on Humanistic
Formation）。
（二）10 月 25 日至 29 日本系米建國主任受邀前往中國大陸廈門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
展學院，於 10 月 25 日進行「鷺島哲譚」傑出學者講座，講題為：「Reflective
Epistemology: A Better Virtue Epistemology」（省思知識論：一個較好的德性知識
論）。並分別於 10 月 25 日、27 日及 28 日針對「知識的本質」、「知識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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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知識論的懷疑論」進行三場「德性知識論系列講座」。
三、整合型計畫（讀書會）：10 月 12 日本系執行科技部「知識與行動」整合型研究計畫案，
於下午 13：30 至 16：30 在 D0826 室舉辦第二場 Intention 導讀會，其導讀書籍為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Anscombe's Intention，作者為 Rachael Wiseman。由本系方萬全
客座教授擔任主講者，米建國教授、蔡政宏教授與沈享民副教授共同參與討論。
四、學術活動（讀書會）
：10 月 30 日本系王志輝老師所組之《論靈魂》讀書會，於下午 13：
30～15：30 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馬愷之老師、何畫瑰老師（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謝
林德老師（德國慕尼克大學特聘教授）與蘇富芝老師（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兼
任助理教授）等，對亞理斯多德所著之《論靈魂》一書進行第 55 次的研讀。
五、學報事務：
（一）10 月 3 日召開《東吳哲學學報》第 35 期第 1 次編輯委員會。會中討論第 35 期編
審事宜及對第 34 期進行檢討。決議第 35 期送審文章之篇數及審稿委員名單等等。
（二）10 月 4 日至 30 日聯絡《東吳哲學學報》第 35 期之審稿委員，並寄發相關審查資
料
（三）10 月 26 日寄出《東吳哲學學報》申請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106 年度
期刊編輯費用。
六、例行行政業務：
（一）10 月 1 日至 6 日填報與製作本系有關「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之相關表格
資料，以利準時提交學校進行彙整。
（二）10 月 4 日本系本學期獲得「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金」分配的總金額為 81,174 元。
本次分發方式同去年作法，將分 4 個月發放，分別給擔任本系行政助理 4 位研究
生，每個月約為 4,000~6,000 元。
（三）10 月 7 日本系米建國主任與蔡政宏教授、馬愷之副教授及秘書前往長榮大學進行
碩士班招生宣傳活動。
（四）10 月 13 日本系米建國主任、秘書、助教與本學期大陸自費研修生揚州大學社會發
展學院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碩士生二年級馮媛同學、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
院哲學專業碩士生二年級匡正同學及就讀本系碩士班的陸生（正式學位生）趙刊
同學、王嘉誠同學進行午餐餐敘，亦關心他們在校的各方面狀況。
（五）10 月 13 日下午 15 時至 17 時於中正圖書館 2F 數位學習室參加由圖書館舉辦的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使用說明會，以協助教師審查學生學位論文，預
先防範抄襲舞弊等情事。
（六）10 月 13 日至 11 月 28 日填報學系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評作業相關資料，以
利準時提交。
（七）10 月 14 日參與招生組辦理之秀峰高中學生參訪活動。
（八）10 月 19 日郵寄並以 email 發送本系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海報、簡章及報考
訊息，以委請國內各哲學系及學會等協助宣傳。
（九）10 月 20 日下午 15 時 30 分至 17 時於 B509 電腦教室參加由本校教務處舉辦之「臺
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平台使用說明會」。
（十）10 月 24 日下午 13 時於系主任辦公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碩士班事務
委員會，討論 106 學年度本系碩士班甄試審查及面試委員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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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0 月 28 日參加 106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計畫經費申請
會議。
（十二） 10 月 3 日至 10 月 31 日完成學系簡介改版前置作業，預計於 11 月底完成印製。
（十三） 10 月 5 日 12：30～14：30 於 B509 協助生涯發展中心進行大三職業興趣與職能
評估普測，使大三學生得以瞭解自己的興趣與未來發展，加強對自我未來的職涯
規劃。
（十四） 10 月 15 日 10：30～13：30 於 D0825 會議室舉行新生家長座談會，由米建國主
任主持。此次共有 12 位新生家長參加，新生家長座談會能增進學生家長對本系的
瞭解，促進彼此互動，以利學生於本校學習。
七、重要工作：協助整合型計畫 11 月相關活動，安排學者接機與住宿等事宜，籌備工作坊等
事務。
八、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轉知任課教師及導師學生相關事務，協助學生辦理請假，轉達系外教師給予學生
之提醒。
（二）預計 12 月舉行各年級導生餐會活動。
九、學生相關事務（獲獎）：
（一）10 月 13 日本系一年級吳冠毅同學參加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2016 游泳池牆面
設計比賽」榮獲優等獎。由建國中學轉寄獎狀與獎金陸仟元予同學。
（二）10 月 20 日本系四年級吳敏萱同學經學系推薦獲 105 學年度「王雲五先生獎學金」，
並於當日出席王雲五基金會頒獎典禮，獲頒獎狀與獎學金壹萬元。
（三）11 月 1 日本系巫星儀同學、舒葦鈞同學獲 105 年蕭毅虹文學獎學金，於 11 月 5 日
出席頒獎典禮，獲頒獎狀與獎學金 12000 元。

◎政治系：
一、國際交流活動方面共 3 場活動
(一) 10 月 05 日邀請美國在台協會 Mr. Chuck McCutcheon(Washington, D.C. Journalist and
Autho)專題演講，講題：「從美國選舉談:媒體與美國民主」。講者從記者專業討論
美國選舉中媒體的重要角色。主持人：陳立剛主任，參與師生共 103 人。
(二) 10 月 06 日擧辦「境外生、交換生茶會」邀請境外生、交換生與本系師生進行聯誼
交流。主持人：陳立剛主任，參與師生共 22 人。
(三) 10 月 27 日邀請古巴哈瓦那大學政治學系 Emilio Duharte 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古
共第六暨第七大架構下的古巴政治體制（2011-2016）：改革與發展趨勢」。討論古
巴近期的政治體制之相關改革與發展。主持人：劉必榮，參與師生共 105 人。
二、學術活動方面：專題演講共 13 場活動
(一) 10 月 04 日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辦，邀請社會公義影展-「靈山」蘇弘恩導演主
講，一位深居山中的太魯閣族耆老，他開始以最熟悉的語言，緩緩道來自己的生命
經驗與歷史記憶，過往的檔案影像宛如回憶穿插其中，真實的生命樣貌變得不再單
純。歷來的統治政權在台灣島嶼留下許多痕跡，也帶來文化上的影響，親身經歷這
一切的原住民族，如何才能以「正名」的主體姿態參與其中。主持人：陳俊宏老師，
參與師生共 25 人。
(二) 10 月 05 日邀請美國在台協會 Mr. Chuck McCutcheon(Washington, D.C. Journalist and
Autho)專題演講，講題：「從美國選舉談:媒體與美國民主」。講者從記者專業討論
美國選舉中媒體的重要角色。主持人：陳立剛主任，參與師生共 10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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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 月 05 日新媒介與政治課程演講，邀請國民黨草協聯盟發起人暨第 8 屆國民黨青
年團總團長徐巧芯小姐專題演講，討論近期選舉如何運用新媒體引起選民注意及認
同。主持人：蔡韻竹老師，參與師生共 69 人。
(四) 10 月 05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廖福特研究員專題演講，講題：「60 年代後國際
人權法發展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 Law since 1960s」。黃默討論近期選舉如何運
用新媒體引起選民注意及認同。主持人：黃默老師，參與師生共 72 人。
(五) 10 月 11 日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辦，邀請社會公義影展-「門」邱育南導演 過去
是抵禦砲火的國門前線，現今成為開啟兩岸交流的國境大門，在一個／兩個中國的
紛爭拉扯下，金門人認同如何歸屬？導演邱育南第一部記錄長片，精準捕捉不同世
代金門人在兩岸的生活百態，聚焦年輕世代的生活經驗，從內／外視野勾勒邊境島
嶼的多元認同議題。主持人：陳俊宏老師，參與師生共 10 人。
(六) 10 月 18 日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辦，邀請政大公行系莊國榮助理教授專題演講，
講題：「轉型正義與課綱」。因學運而聲名大躁的課綱調整與學生自主性的集會，
討論現代轉型正義的實踐。主持人：蔡秀涓老師，參與師生共 146 人。
(七) 10 月 20 日與外交社合辦，邀請台灣經濟研究院吳福成主任專題演講，講題：「俄
羅斯經濟走勢與市場機會」。針對目前俄羅斯近期經濟走勢進行講解與預測，以及
說明切入的市場機會究竟為何。參與師生共 20 人。
(八) 10 月 25 日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辦，邀請社會公義影展-「末代叛亂犯」廖建華
導演主講，透過深度訪談與歷史文獻爬梳重現 1991 年「獨台會案」過程及其後續發
展。主持人：陳俊宏老師，參與師生共 28 人。
(九) 10 月 27 日與外交社合辦，邀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陳郴副研究員專題演講，講
題：「德國戰後外交經驗」。為學生講授二戰之後德國的外交斡旋與發展。參與師
生共 26 人。
(一〇) 10 月 25 日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辦，邀請政大法律系林佳和教授專題演講，講
題：「勞動條件—工時、休假與權益」。從近期的重要勞工議題，討論近期勞工政
策相關之勞工休假.工時及相關權益。主持人：蔡秀涓老師，參與師生共 205 人。
(一一) 10 月 26 日與全球化與和平研究中心合辦，邀請 Chia-yi Lee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re for Multilateralism Studies,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專題演講，講題：「自然資源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討論因自然資源之有限而各國在政治經濟層面上如何以各種方式爭取資源的使用及
利用權。主持人：湯智貿老師，參與師生共 70 人。
(一二) 10 月 27 日擧辦教師研究成果分享會 Brown Bag I，邀請東吳政治系黃秀端教授專題
演講，講題：「國會研究分享」。黃秀端教授針對其國外參訪之相關國會經驗分享。
參與師生共 35 人。
(一三) 10 月 27 日邀請古巴哈瓦那大學政治學系 Emilio Duharte 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古
共第六暨第七大架構下的古巴政治體制（2011-2016）：改革與發展趨勢」。討論古
巴近期的政治體制之相關改革與發展。主持人：劉必榮老師，參與師生共 105 人。
三、舉辦學生輔導活動 4 場：
(一) 學生輔導活動
1. 9 月 29 日舉辦國考輔導工作坊(一)邀請台大國發所劉玉蘭博士生主講，講題：「國
考介紹 (105 年 9 月舉辦)」。與談內容：(一)認識國考；(二)為什麼要考國考？；(三)
國考很難嗎？；(四)職涯發展；(五)結語。主持人：蔡秀涓老師，參與師生共 50
人。
2. 10 月 13 日國考輔導工作坊(二) (一)邀請台大國發所劉玉蘭博士生主講，講題：「如
何擬定國考讀書計畫？」。與談內容：(一)策略管理；(二)時間管理；(三)科目管理。
主持人：陳立剛主任，參與師生共 4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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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 月 06 日擧辦境外生、交換生茶會，邀請境外生、交換生與本系師生進行聯誼交
流。本系共有陳立剛主任、黃秀端院長、謝政諭教授等 3 位老師，參與師生共 22
人。
4. 10 月 15 日擧辦新生家長座談會邀請新生家長與本系師生進行交流。本系共有陳立
剛主任、王輝煌老師、林月珠老師等 3 位老師以及 8 位家長參加。
四、系友聯絡方面 2 場活動
(一) 9 月 29 日舉辦國考輔導工作坊(一)邀請台大國發所劉玉蘭博士生(88 級 A 班系友)主
講，講題：「國考介紹 (105 年 9 月舉辦)」。與談內容：(一)認識國考；(二)為什麼
要考國考？；(三)國考很難嗎？；(四)職涯發展；(五)結語。主持人：蔡秀涓老師，
參與師生共 50 人。
(二) 10 月 13 日國考輔導工作坊(二) (一)邀請台大國發所劉玉蘭博士生(88 級 A 班系友)主
講，講題：「如何擬定國考讀書計畫？」。與談內容：(一)策略管理；(二)時間管理；
(三)科目管理。主持人：陳立剛主任，參與師生共 47 人。
五、其他行政業務方面
(一) 10 月 6 日召開系行政會議。
(二) 10 月 27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招生委員會，會中討論本系碩博士班招
生方式調整案。
(三) 10 月 27 日召開系行政會議，會中討論 9 月業務報告以及 10-12 月工作規劃。

◎社會系：
一、招生宣傳活動：
（一）本系於 10 月 1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501 教室，舉辦「社會學的
學與用」106 學年度碩士班暨五年一貫學程說明會，由本系石計生主任主持，以及
本系招生策略小組委員會成員：吳明燁教授、林素雯副教授、劉維公副教授及張
君玫副教授共同就其求學歷程進行學思分享，亦邀請碩士班在校生就其碩士班修
課經驗與心得進行分享，共計 79 位師生出席參與。
（二）本系透過本校招生組轉介與合作，由本系石計生主任與鄭得興副教授，於 10 月 14
日接待新北市立秀峰高中參訪學生，進行招生宣傳活動。本場活動透過石計生主
任演講並由鄭得興副教授帶領參觀本系 D0814 社會發展研究室等方式，向高中生
介紹本系，共計 62 位高中學生參與。
二、學生輔導事務與活動：
（一）本系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導師編聘作業已於 10 月 3 日完成，並已陸續安排行政、
功能導師與導生間聚會相關事宜。
（二）本系於 10 月 15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105
學年度大一新生學系家長座談會」，計有 14 位學生家長與本系石計生主任、社一
Ａ導師張家銘老師及社一Ｂ導師鄭得興老師等位共同座談，以瞭解本系課程設計、
學生學習暨職涯安排、輔導制度、國際交流及畢業出路外，並參觀本系專屬教學
研究空間，以增進新生家長認識本系辦學理念、目標與學習資源。
（三）本系與本校生涯發展中心合作於 10 月 1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綜合大樓Ｂ608 電腦
教室，針對本系Ａ、Ｂ兩班三年級學生進行「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施測，
俾讓學生更加明瞭未來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
（四）本系鄭得興副教授於 10 月 19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418 教室，舉
辦學系功能導師餐敘，與 5 位境外學生一同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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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系石計生主任為了解與關懷本系陸籍學位生及本學期至本校系交換研習之大陸
交換生在校學業及在台生活情況，於 10 月 20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舉辦關懷餐敘活動，與 3 位目前在學士班或碩士班就學之學
生共進午餐。
（六）本系鄭得興副教授於 10 月 26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408 教室，舉
辦功能導師餐敘，計有 16 位學生參與。
三、召開會議（含教學會議）：
（一）本系於 10 月 3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5 學
年度第一學期新世代教學研究會議，討論本系 105 學年度新世代研究計畫期程與
抽樣相關事宜。
（二）本系於 10 月 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5 學
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討論本系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本系學士班必修
課程選課規定、本系 106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簡章分則事項，以及本系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內容等議案。
（三）本系於 10 月 5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Ｄ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十月份
行政業務報告會議，討論十月份重要行政工作事項與進度，並規劃 105 學年度各
項校務發展計畫預算執行方向。
（四）本系 10 月 18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召開 105 學
年度第一學期圖書委員會，討論本系 105 學年度圖書薦購事宜與經費使用原則。
四、課程相關教學活動：
（一）本系於 10 月 3 日，配合社四 AB「中東歐政治與社會發展」課程授課計畫及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精進補助計畫「社會學系加強課程與實務接軌暨社會實踐教
學精進計畫」執行內容，在本校雙溪區第二教研大樓 D0419 教室，舉辦課堂講座
活動，邀請捷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ZdenkaMansfeldová 教授，以「Security and its
price: Czeckand Central European Case」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張家銘教授主
持，計有 48 位師生參與。
（二）本系於 10 月 17 日，配合社一 B「社會學」課程授課計畫及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執行
內容，在本校雙溪區第二教研大樓 D0318 教室，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本系學
士班 105 級畢業系友、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生、活動婚禮主持人
王純蕙小姐，以「厚臉皮的奮鬥人生」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裴元領副教授
主持，計有 83 位師生參與。
（三）本系於 10 月 17 日，配合碩士班「GIS 與全球城市區域研究」課程授課計畫，在本
校雙溪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5 教學研討室，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中國文化大
學地質系徐永忠研究員，以「國土資訊系統介紹－以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系統為例」
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紀建良兼任助理教授主持，計有 11 位師生參與。
（四）本系於 10 月 18 日，配合碩士班「後現代理論與文化研究專題討論」課程授課計
畫及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精進補助計畫「社會學系加強課程與實務接軌暨社
會實踐教學精進計畫」執行內容，在本校雙溪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15 教學研討室，
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請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高榮禧副教授，以「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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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主要流變及其審美意涵」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石計生教授主持，計有
16 位師生參與。
（五）本系於 10 月 26 日，配合社一ＡＢ「文化人類學」課程授課計畫及 105 學年度第
一學期教學精進補助計畫「社會學系加強課程與實務接軌暨社會實踐教學精進計
畫」執行內容，在本校雙溪區第二教研大樓 D0407 教室，舉辦課堂講座活動，邀
請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楊豐銘博士，以「情色法國：一個親密關係人類學」
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本系何撒娜助理教授主持，計有 58 位師生參與。
（六）本系於 10 月 26 日，配合社二 AB「中東歐簡史及近現代發展」課程授課計畫及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精進補助計畫「社會學系加強課程與實務接軌暨社會實踐教
學精進計畫」執行內容，在本校雙溪區第二教研大樓 D0407 教室，舉辦課堂講座
活動，邀請本系張家銘教授，以「中東歐研究與台灣—我的經驗之談」為題發表
專題演講，並邀請本系學士班郭旻臻學生及本校英文系學士班林芳琪學生，向修
課學生分享遊學經驗。本場活動由本系施富盛助理教授主持，計有 71 位師生參與。
五、學術活動：
（一）本系於 10 月 12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408 教室，舉辦 105 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一場「勉齋社會論壇」系列演講，邀請本系張家銘教授演講，講題為
「公民參與與社會信任：波蘭社會考察報告」
，由本系鄭得興副教授主持，共計約
33 位師生參與。
（二）本系於 10 月 14 日至 15 日與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國立臺
北大學社會學系等單位共同合辦「亞太區域的文化地景研討會」。
（三）本系「社會政策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於 10 月 25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
樓 D0813 勉齋研討室，與台灣社會法與社會政策學會共同舉辦「長照政策工作坊」
，
邀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李玉春教授、本校社會工作學系莊秀美教授、空中
大學社會科學系林谷燕副教授、臺灣居家服務策略聯盟林金立副理事長、婦女新
知基金會覃玉蓉秘書長、本系周怡君副教授及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林倖如助
理教授等位專家學者，針對「長照 2.0 靈不靈？」主題進行與談。
（四）本系於 10 月 25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316 教室，舉辦 105 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二場「勉齋社會論壇」系列演講，邀請本系兼任助理教授紀建良老師
演講，主題為「寶可夢的 GIS 應用與社會學觀察」，由本系何撒娜助理教授主持，
共計約 40 位師生參與。
（五）本系與系學生會於 10 月 25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哲生樓 H203 教室，聯合舉辦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社會學知識競賽」活動，共逾 38 位學生報名參賽。
六、系友相關活動：
（一）本系於 10 月 11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308 教室，舉辦「社會學實
踐在職場」系列演講，邀請書林出版公司出版經理、本系學士班 70 級畢業系友蘇
恆隆學長回系與學弟妹進行經驗分享，主講「從人文教育，社會科學訓練，到出
版文創」，由本系黃朗文副教授擔任主持人。
（二）本系學士班 75 級畢業系系友於 10 月 16 日，假故宮晶華餐廳，舉辦畢業 30 年系
友餐敘活動，並藉此再次遊覽雙溪校園風景。
七、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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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捷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ZdenkaMansfeldová 教授於 9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蒞校系
訪問，除拜會本系石計生主任外，亦邀其以「Security and its price: Czeckand Central
European Case」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因此 48 位師生到場參與。
（二）英國倫敦 King’s College 社會學系 Christopher Dandeker 名譽教授於 10 月 7 日拜會
本系石計生主任進行學術交流訪問。
（三）日本中央大學社會學系 YANO Yoshiro 教授及其學生一行 19 位於 10 月 18 日至 19
日蒞臨本系及本校日文系參訪。來訪期間除結合本系社二 A「社會學理論」課程
教學規劃，安排日本學生與本系學士班學生針對學術議題分 3 組進行學習交流討
論，與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交流外，也在本系張家銘教授的帶領下前往九份、金瓜
石等地進行參訪了解台灣地方特色。
八、其他：
（一）本系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專題讀書會共計 2 組學生提出申請，於 10 月 3 日經
本系石計生主任審核後，2 組申請均獲核准，依本系辦法規定每組補助 1 千 5 百元
補助金。
（二）本系於 10 月 4 日，在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823-1 社會學系主任辦公室，
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系友會服務獎學金審核會議，核定社四 A 張慶儀學生獲
得此項獎學金。
（三）本系於 10 月 17 日發行第 40 期「東吳社會電子報」，藉此發送本系近期最新消息
及重要事項。
（四）本系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清寒暨急難助學金於 10 月 24 日開始宣傳。
（五）本系系學生會於 10 月 24 日至 28 日，舉辦電影週活動，播放「聶隱娘」
、
「女力萬
歲」、「不存在的房間」、「謊言迷宮」等四部電影外，並分別邀請本系專任教師吳
明燁及施富盛等兩位擔任與談人就影片特殊議題進行分析，以期達到在放映電影
的同時也能藉由教師的講解增進學生的視野及對於特定議題的了解。

◎社工系：
一、召開會議
(一)10 月 4 日召開本學習教學暨學生輔導會議，與會人員包括本系專任教師及系辦同仁，
主要就本系身心障礙生與特殊狀況生進行討論。
(二 10 月 11 日召開本系本學期招生委員會，主要討論本系招生相關事項。
二、召開教學會議及舉辦教學活動
(一)10 月 13 日 12：30-13：30 於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召開「第 6 梯次方案實習課群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例行會議」。由召集人許凱翔老師主持，出席人員為第六梯
次方案實習課群教學團隊及課群助教江蕙秀。
(二)10 月 24 日 12：00-13：30 於 D0910 教學研討室召開「第 7 梯次方案實習課群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例行會議」。由召集人馬宗潔老師主持，出席人員為本系第
七梯次方案實習課群教學團隊及課群助教鄭筱舢。
(三)辦理為期兩週(10/17-10/28)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會-薪傳會：為增加實習生彼此
互相觀摩的機會，且為促使尚未實習之大一至大三學生對實習機構有更多的認識及
瞭解，本系安排於 10 月 17~28 日(週一、三、四、五)晚上 18：00-20：00 及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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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 日(週二)13：30-15：00 等為期兩週 10 個不同時段分組進行「薪傳會」，由
今(105)年進行暑期機構實習學生依照實習領域分成一般醫療組、心理衛生組、老人
組、青少年組、身心障礙組、兒童家庭組、原住民及社區實踐組、勞工及倡議組、
福利服務組、婦女家庭組等共計十組進行發表。本系今（105）年暑期共計有 113 位
實習生分別申請至 92 個社福機構實習，包括 4 名澳門僑生申請回僑居地實習；另有
23 位實習生分別申請至 13 個學校（國、高中）期中實習，期中實習學生之成果發
表會另行安排之。
三、學生事務及學生活動
(一)10 月 15 日辦理新生家長座談會之學系場次。
(二)本系碩士班學生洪春旬及陳今竣兩位研究生參加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東吳大學社會
學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之甄選，結果為獲得通過。該論文發表會訂於 105 年 12 月
16 日舉辦，此次甄選獲錄取發表的研究生共八位，包含陸生、台大及政大等校際共
同參與發表。
四、學術活動
(一)10 月 14 日及 21 日 18:30-21:30 於城中校區 1308 教室辦理產學合作方案之「心理衛
生社會工作月會」，主持人為本系萬心蕊主任，參加對象為實務工作者及本系畢業
系友及在學學生，約 30 人。
(二)10 月 17 日 13:30-15:30 假普仁堂舉辦方案實習課群第七梯次專題講座，講題為「和
平水泥專區下的原住民生活與我們的社會工作陪伴」，由馬宗潔老師擔任主持人，
社團法人花蓮縣大比大家庭關懷協會楊智鈞學長（100 級畢業系友）及蕭馥如社工
擔任主講人，參加的對象為方案實習課群第七梯次的學生，約 120 人。
(三)10 月 31 日 12：00-13：30 在本系 D0910 教學研討室辦理莊秀美教授休假成果發表
會。
五、國際學術交流活動：10 月 17 日於 D1005 人社院會議室舉辦「整合型社區照顧體系的建
構與實踐-台灣日本共同學術研究會」，主持人為本系莊秀美教授，與會人員包含臺灣、
日本師生，計約 30 位，
五、系友聯繫與活動：105 年 10 月份系友故事之受訪系友為羅文鴻(97 級/中華民國更生少年
協會專案經理、喜鵲自由工作室負責人)及郭琬琤學姊(90 級系友/自由工作者)，皆歸類刊
登於公益團體領域中。
六、其他：(1)維護及更新網頁資料。(2)多管道宣導碩士班甄試入學及學碩士一貫學程招生活
動。(3)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表冊填寫。(4)更新社群網站(FACEBOOK)訊息及寄送求職、
活動訊息。(5)協助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及辦理應屆畢業生系友檔案資料建檔。(6)辦理東
吳社工學報第 31 期稿件送審及刊登稿件校稿事宜。(7)協助教師辦理研究計畫相關庶務及
通知研究經費結報期限與結案相關事宜。(8)辦理實習差旅費核銷事宜。(9)辦理 105 年度
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習）相關事宜，更新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即時訊息。(10)辦理工
讀生、方案輔導員勞保加保及協助起飛計畫教學助理經費核銷事宜。(11)催收與彙整 105
年度社會工作實習課程學生之機構實習成績及實習時數證明書。(12)進行大二及大三學
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問卷施測及安排大三、大四 UCAN 施測事宜。(13)籌備雅樂舞身心體
驗活動。(14)9 月 7 日起辦理研究生本學期期中實習申請與諮詢行政作業。(15)辦理本學
期教師授課鐘點核對作業。(16)辦理學生申請資訊能力、英檢等畢業標準檢核認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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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協助安排 10 月 14 日秀峰高中參訪本校活動。(18)有關專任教師留職停薪之會議代表
遞補事宜。

◎音樂系:
一、召集人會議暨課程委員會：
10 月 5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召集人會議暨課程委員會，討論：(1)確認本學
系 106-108 學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2) 通盤檢視本學系學士班開課情形及授課教師
調整。
二、碩士班會議暨碩士班課程委員會：
10 月 5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碩士班會議暨碩士班課程委員會，討論：(1)106
學年度碩士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修訂。(2)檢視碩士暨碩士在職專班必選修科目表。
三、主任遴選委員會：
10 月 12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 1 次會議，討論本學系主任遴選之後續相關處理，決議重新
公告徵求主任人選，公告推薦期間至 10 月 26 日下午 5 時止。
四、研究生獎助學金會議：
10 月 14 日召開本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研究生獎助學金會議，討論本學期研究生獎助
學金分配事宜。
五、大師班/講座：
(一)10 月 5 日邀請學士班 99 級系友簡妤安舉辦《畢業後的音樂教學戰爭》講座分享，
由曾素玲副教授主持，約 100 名學生參加。
(二)10 月 6 日邀請現任職中國廣州交響樂團小號演奏員楊捷舉辦「職涯分享-中國交響
樂團發展現況」講座，與研究生分享至中國樂團工作的機會。
(三)10 月 12 日邀請 DKE 笛咖兒單簧管四重奏舉辦《跨界×劇場×單簧管》講座分享，由
曾素玲副教授主持，約 90 名學生參加。
(四) 10 月 13 日邀請現兼任本學系助理教授之系友郭羿君(學士班 85 級、碩士班 93 級，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哲學博士)舉辦「系友分享-奧地利維也納大學音樂學系求學經驗」
講座，與研究生分享畢業後繼續升學的準備。
(五)10 月 19 日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碩士徐以璇舉辦《翻轉吧!我的音樂人生》講
座，由曾素玲副教授主持，約 100 名學生參加。
( 六 )10 月 26 日 邀 請 英 國 文 化 協 會 教 育 總 監 Susana Galván 舉 辦 英 國 留 學 資 訊
《Inspiration UK：留學大不列顛，翻轉職涯競爭》講座，由諸大明講座教授主持。
Susana Galván 與其夫婿小提琴家 Sebastian See-Schierenberg 在講座前，由本學
系孫清吉主任及諸大明講座教授陪同拜會潘維大校長及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
處。
(七)10 月 26 日邀請英國 Live4Music 慈善機構藝術總監 Sebastian See-Schierenberg
舉辦小提琴大師班，共 2 名學生接受指導，由諸大明講座教授主持。
六、演出活動：
(一) 10 月 11 日下午本學系銅管五重奏參與體育室主辦之「姚明東吳同學會」活動開場
演出。演出同學為李易修（小號）
、唐子涵（小號）
、樓靜庭（法國號）
、王則旻（長
號）、鐘凱傑（低音號）。
(二) 10 月 28 日於本校松怡廳舉辦「雙溪樂饗」音樂學系管弦樂團（一團）校園定期音
樂會，由黃維明副教授擔任指揮，演出曲目包括布拉姆斯《第二號交響曲》
、比才《阿
萊城姑娘第二號組曲》等。
七、學生獲獎：
(一)本學系學生參加 105 學年度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佳績頻傳，10 月份已完成競賽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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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得獎者共計 6 位，得獎情況如下：
姓名
年級
比項項目
等第、名次
平均分數
黨以理
學士班四年級
雙簧管獨奏
優等
85.20
盛 鈞
學士班三年級
雙簧管獨奏
優等
86.40
唐子涵
學士班四年級
小號獨奏
優等
86.66
李易修
學士班四年級
小號獨奏
優等
87.70
簡鉦翔
學士班二年級
長號獨奏
優等第 1 名
89.34
馬嘉黛
學士班四年級
長號獨奏
優等
87.04
(二)本學系碩士班三年級黃璿蓉以《島祭》一曲獲台北市立國樂團所主辦之【思無涯─
TCO 2016 國際作曲大賽】（國樂團編制）第三名。
八、學生獎學金：
(一)本學年度學系自辦「陳水鏡醫師紀念獎學金」由學士班李美蓁、胡惟瑄、朱蕷臻等
3 名學生各獲得 5,000 元獎勵。「陳水鏡醫師紀念獎學金」系由本學系 72 級畢業系
友陳安美女士（現任實踐大學音樂學系專任講師）捐贈，其因感念音樂學系創系系
主任-黃奉儀博士與母校所有師長栽培之恩，暨慶祝母校創校 114 周年，特以父親陳水鏡醫師(1915~1993)之名，於 103 年 5 月 1 日以其父之名設立捐款，以此回饋母
校，並期勉音樂學系之優秀鋼琴組學生。每學年凡鋼琴組主修學生之鋼琴主修術科
前一學年總成績達該年級、該組最高分且前學年所有修課成績均須達及格標準，即
可獲得獎勵。
(二)本學年度學系自承辦理之校外獎學金「財團法人功學社學術獎助基金會獎助學金」、
「財團法人東和音樂學術研究獎助基金會獎助學金」援例推薦學士班三年級前一學
年總成績分別達全班第一、二名者，本年度推薦名單為林麗悅（馬來西亞籍）與盛
鈞同學，可分獲 10,000 元及 8,000 元之獎勵。

◎師資培育中心：
一、教學與課程：
(一)導師會議
105 年 10 月 19 日召開導師會議，會中討論本學年導生分配及針對師資生近況進行
討論，並針對各班學習成效不佳之師資生進行追蹤輔導，以確實執行學習預警制度。
(二)教師專業社群會議
105 年 10 月 19 日進行中心教師專業社群集會，本月經驗分享教師為古正欣老師。
(三)中心專任教師會議
105 年 10 月 19 日召開中心專任教師會議，會中針對修訂「本中心跨區及自覓實習
申請條件限制及相關事項」，進行討論。
(四)中心課程委員會議
105 年 10 月 19 日召開中心課程委員會議，會中針對「105 學年度課程外審審查意見
回覆暨具體改善計畫」，進行討論。
二、實習見習業務：
(一)實習生返校座談：
10 月 7 日，舉辦 105 學年度實習學生第 2 次返校座談，計有 50 位實習生參加，2 人
請假。上午邀請臺北科技大學林志哲助理教授講演：教師檢定準備概要-教育社會學，
下午邀請國立花蓮高中王清平老師演講：心智圖融入教學，以國文科教學為例。
(二)辦理 106 學年教育實習申請事宜：
105 學年教育實習申請至 10 月 14 日為止，申請 106 學進行教育實習人數為 115 人。
(三)辦理教育實習合作學校簽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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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31 所中等學校重新續約；另有臺北市立永春高中、景興國中簽教育實習合作合
約，106 學年共計有 38 所中等學校與本校簽訂教育實習合約。
三、演講、參訪與潛在課程：
(一)國文教材教法於 10 月 20 日參訪麗山高中、10 月 27 日參訪內湖國中。
(二)於 10 月 17 日起受理士林國中認輔志工報名，共有 25 位同學報名。
(三)於 10 月 26 日星期三、10 月 28 日星期五辦理 105 學年第一學期板書比賽。
(四)於 10 月 28 日星期五辦理補救教學定期會議。
四、榮譽事蹟：
林冠宇等十九位同學參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非現職教師補救教學師資 18 小時知能研習，
經審查合格獲得研習證書。

◎人權學程：
一、行政事務
(一) 10 月 17 日 10：00 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人權學程委員會議，討論改選人
權學程委員會事宜、審查碩士學位學程獎學金獲獎名單、審查學生赴海外研習補助、
修訂本學程學、碩一貫辦法及學程未來工作方向等。
(二) 10 月 25 日 10：00 召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委員會議，討論新聘研究員及中心委員
改選事宜。
(三) 進行 106 學年度人權碩士學位學程推甄申請招生宣傳。
二、學生事務
(一) 10 月 19 日 14：00 舉辦碩四學生黎璿萍碩士論文計畫書口試，題目為「反制運動分
析：台港「宗教右派」反同運動比較」，並獲通過。
(二) 10 月 21 日 14：00 舉辦碩四學生徐尉章碩士論文計畫書口試，題目為「從兒童權利
角度探討父母對兒童的壓迫問題」，並獲通過。
三、活動與國際交流
(一) 10 月 4 日 15：30 辦理「2016 社會公義影展」，播放《靈山》，邀請導演蘇弘恩擔
任映後座談，共 25 人參加；10 月 11 日 18：30 播放《門》，邀請導演邱育南擔任映
後座談，共 10 人參加；10 月 25 日播放《末代叛亂犯》，邀請導演廖建華擔任映後
座談，共 28 人參加。
(二)10 月 4 日、6 日陳俊宏主任赴台北市政府公訓處演講，主題為「公民參與的理念與
實務」。
(三)10 月 9 日至 14 日人社院黃秀端院長、本學程陳俊宏主任赴泰國參加 4th SEAHR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in Southeast Asia，與
當地及世界各國人權研究中心或組織交流。
(四) 10 月 20 日 10：30 參加兩岸 NGO 交流平台會議，討論兩岸 NGO 交流工作與未來情
勢發展。
(五) 10 月 26 日 13：00 舉辦人權碩專題討論，欣賞影片「凱文怎麼了」並進行會後討
論，共 13 人參加。
(六) 10 月 28 日 19：00 舉辦審議式民主讀書會，共 11 人參加。
(七) 本學期舉辦「當代人權議題」系列演講，10 月 4 日邀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兒少福利組福利規劃科吳慧君科長主講「兒童權利公約（一）：政府的立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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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 日邀請台北地方法院郭銘禮法官主講「兒童權利公約（二）：學者、專家的看
法」；10 月 18 日邀請家扶基金會黃慈忻專員主講「兒童權利公約（三）：民間團體
的活動」
；10 月 25 日邀請民間司改會高榮志律師主講「司法改革問題的爭論（一）」。
(八) 本學期與政治系合辦「台灣重大公共議題入門」系列講座，10 月 18 日邀請政大公
行系莊國榮教授主講「轉型正義與課綱」；10 月 25 日邀請政大法律系林佳和教授主
講「勞動條件-工時、休假與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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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
十一月
院長室
一、10 月 3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教評會，複審兼任教師初聘、續聘、改聘案、
學系教師評審辦法與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及專任教師延長服務案。
二、10 月 4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東吳大學外語學院教師休假排序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二) 本院例行「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研討會」輪辦原則。
(三) 106 學年度本院（含學系、中心）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規劃案。
(四) 英文學系碩士班更名「英文學系翻譯碩士班」案。（會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
務會議）
(五) 「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補助院內專任教師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習）會施行細則」
部分條文修正案。
(六) 「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補助院內研究生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習）會施行細則」
部分條文修正案。
(七) 「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教師及學生向政府機關申請專案計畫獎勵細則」部分條文
修正案。
(八) 「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學生參與整合型證照輔導課程及檢定獎勵細則」草案。
三、10 月 5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 「東吳大學語言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二)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英文系及德文系各學制課程外審改善計畫。
(三)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英文系遠距教學計畫。
(四) 德文系學士班學生必選修科目表（98-105 學年度）異動案。
四、10 月 12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同英文課程專兼任教師研習會議，由外國語文學
院林茂松院長主持、主講，並請陳盈盈秘書進行 104-106 學年度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計
畫提報流程說明及工作項目報告，計有 19 位教師出席參與。會後，依函請語言教學中心
根據 104 學年度計畫執行成果與學生學習情形，提出計畫首年成果報告並重新檢視第二
年起之工作項目規劃與異動。
五、10 月 14 日汐止秀峰高中 60 位學生來院參加體驗課程，由本院英文系、日文系、德文系
及語言教學中心邀請教師開設兩組四門課程，包含：中英同步口譯、遊日本 FUN 心說、”
Color Has Power”及德國文化初體驗。
六、10 月 26 日將世界大學運動會招募志工訊息轉知英文系、日文系及德文系口譯班、語言
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同學及本院近兩年會展、領隊導遊培訓課程完訓學生及口譯課
程授課教師，大約 350 人次。
七、10 月 28 日捷克馬薩里克文學院 105 學年度春季班交換生甄審報名截止，承辦人為英文
學系黃敏淳助教，本院計有三位同學申請，委請社會系施富盛助理教授針對「外語能力」、
「跨文化適應能力」、「遊學動機」、「捷克文化知識」等方面進行 15 分鐘的面談，最
終由英文學系四年級湯子瑩同學獲推薦為交換生，後續辦理公文陳報作業。
八、10 月 28 日明德高中 35 位學生來院參訪，安排英文系、日文系及德文系進行學系簡介與
文化教室參觀行程。
九、重要行政事務：
(一) 第一教研大樓門禁卡設定：105 年 10 月份持卡異動（含換卡、新增、消磁重設、
刪除）1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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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5 學年度優九聯盟「優譯盃」中英文口筆譯大賽事宜，由外語學院主辦、英文系
承辦，預定 106 年 3 月 11 日校慶當日舉行競賽，相關費用由本院支應。
(三)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
(四) 編輯第 37 期東吳外語學院通訊電子報。
(五) 第 43 期東吳外語學報延期出刊事宜處理，函知學報訂戶（教務行政組代轉）。
英文系
一、 第三度辦理「Summit Seeker 學系專業職涯講座」
，本次活動主題為「Pathway for Life」，
時間自 10 月 5 日至 29 日，由 Ray & Gay Brook 主講，7 堂課程合計 24 小時，講座目
的在幫助學生生涯規劃及練習英語，全程免費，學員共有 48 人。
二、 10 月 14 日協助高中策略招生活動-秀峰高中口譯課程體驗。
三、 10 月 15 日辦理新生家長座談會，出席家長共 30 人。
四、 10 月 18 日舉辦文學組教師工作坊，由戴雅雯教授主講，講題「Monkey Performance East
and West」。
五、 10 月 20 日辦理「2016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志工甄選，共選出國際選手接待組 13 位、
典禮組 9 位同學，並將於 10 月 27 起於中午時間辦理集訓。
六、 10 月 26 日舉辦 105 學年度火種講堂第一場，由 104 級系友許天馨主講，講題「新鮮人，
牆撞了、強壯了？」。
七、 10 月 26 日舉辦學術演講，由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廖勇超老師主講，講題「腐
的知識\姿勢論」。
八、 10 月 26 日協助系學會辦理英美文化推廣─萬聖節活動。
九、 10 月 28 日 明德高中招生活動宣導-文化教室學系簡介宣傳
十、 10 月 31 日彙整《東吳校友》及《校訊電子報》投稿資料。
十一、
10 月 31 日 期末課堂反應問卷設定截止。
十二、
重要行政事務
(一) 辦理 105 學年圖書館圖書薦購事宜。
(二) 協助教師提出 103 年度學術研究獎助申請，本系合計申請「研究論著獎助（期刊論
文）」2 件（戴雅雯老師、陳品如）、減授時數 1 件（魏美瑤老師）。
(三) 進行碩士班甄試宣傳事務。
(四) 辦理 2016 年暑期英國牛津大學研習團結案成果、核銷、退款等事宜。
(五) 辦理 2016 年暑期美國休士頓中學實習結案成過、核銷、等事宜。
(六) 籌備 2017 年英才杯兩岸演講辯論比賽、聯絡參賽學校、簡章修訂等。
(七) 聯繫英國牛津大學哈特福學院 11 月 9 日國際長來訪事宜。
(八) 協助宣傳與報名捷克馬薩里克大學外語學院交換學生。
(九) 處理學生申訴問題。
(十) 辦理通識委員會提案相關事宜。
(十一) 協助評鑑組大二、大三學期成效長期追蹤問卷。
(十二) 訂定 105 學年度轉系作業要點。
日文系
一、 客座教授集中講義：大阪大學名譽教授真田信治先生及廣島大學白川博之教授於 9 月
23 日~10 月 3 日蒞校講學；一橋大學庵功雄教授於 10 月 28~31 日蒞校講學。
二、 10 月 4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學士班留學甄選委員會，討論本學年度團體研修生甄選作
業時程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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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學會 10 月 9 日~10 日於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辦迎新宿營活動。
四、 10 月 12 日舉辦大學部日語演講比賽，前三名依序為：日四 B 鄭璽真、日三 C 郭懿心、
日四 A 張郁敏。
五、 10 月 12 日舉辦 106 學年度拓殖、明海、同志社、同志社女子大學團體研修生招募說
明會。
六、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語能力 N1 級檢定輔導班於 10 月 12 日開課，預計進行四週的課
程後，於 11 月 16 日舉行模擬測驗。
七、 第 18 屆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共有 25 校 50 名學生參賽，本系於 9 月 30 日舉辦
初賽，篩選出 15 名學生參加 10 月 16 日於普仁講堂舉辦之決賽。決賽當天並邀請交流
協會台北事務所文化室塩澤雅代室長蒞臨致詞，以及交流協會日語專門家藤島夕紀代
老師、台灣日語教育學會黃英哲老師及台灣日本語文學會曾秋桂老師等校外專家學者
擔任評審。比賽結果由新民高中江佩樺同學獲得第一名，與本系大學部演講比賽第一
名的鄭璽真同學獲得由拓殖大學提供於 10 月 29 日~11 月 4 日赴日遊學體驗的獎項。
八、 10 月 14 日葉懿萱副教授支援汐止秀峰高中體驗課程講師。
九、 10 月 18 日黃克銘健康基金會來訪，洽談提供獎學金事宜。
十、 10 月 19 日舉辦日本中央大學師生來訪交流座談會。
十一、 10 月 26 日舉辦 UF Japan 升學講座，為未來想到日本進修研究所的同學做介紹。
十二、 10 月 26 日台灣小學館來訪，與本系洽談產學合作事宜。
十三、 10 月 28 日蘇克保主任支援明德高中蒞校參訪活動。
十四、 10 月 29 日舉辦日文系運動會。
十五、 其他行政業務：
(一) 提報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表冊資料。
(二) 辦理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評。
(三) 籌辦台灣日語教育學會理監事會議及 11 月 26 日學術研討會。
(四) 10 月份辦理以下獎助學金之相關事宜：
1. 東吳大學鄭壹芬老師勵學獎學金
2. 日文系學生關懷專案助學金
3. 日本語能力測驗獎勵
4. 音速日語優秀人才獎學金
5. 濱木綿獎學金
德文系
一、10 月 5 日舉辦「系大會」。
二、實施「新生發音輔導」：
(一) 10 月 5 日「發音技巧課程」：由黃靖時老師任教。
(二) 「個別發音指導」由 4 名外籍教師針對新生進行個別發音指導。
三、10 月 12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設置實習課與德語課程抵免事項。
四、10 月 15 日協助辦理新生家長座談。
五、學生暑期實習：學生繳交心得報告。10 月 19 日實習小組會議、實習經驗分享。
六、進行「B2 德語檢定輔導班」課程：由石斌宏老師任課。
七、德國生活文化講座：
(一) 10 月 12 日「記憶的搏鬥，展示的掙扎--德國面對歷史的闇黑行旅」王瑜君老師（北
醫通識教育中心）
(二) 10 月 26 日「德國人的法律生活觀」吳瑛珠老師（東吳法律系）
八、與德籍生有約活動：來自德國的華裔 IVY 與系上學生進行語言交換。
九、協助執行「北一區教卓計畫：輔助教學措施—德語學習平台」。
十、協助進行 10 月 22 日（10/22）十二年國教第二外語（德語）課綱教師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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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重要行政事務：
(一) 提醒與協助教師進行教材上網
(二) 10 月 1、2 日「新生宿營活動」，地點「飛牛牧場」，透過各種團隊活動，讓新生
更了解彼此，凝聚向心力。
(三) 支援招生活動：10 月 14 日秀峰高中學生課程體驗、10 月 28 日明德高中學生來訪。
(四) 至他校德文系進行碩士班甄試招生宣傳。
(五) 大一外文統一考試試務。
(六) 「永平高中德國文化一日體驗營」：活動規劃、場地協調及人員募集。
(七) 填報高等教育資料庫資料
(八) 協助導師進行班級輔導活動
(九) 填報研究生獎助學金
(十) 協助教師進行 105 學年「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申請。
(十一) 填報 104 校務發展計畫成果
(十二) 填報 106~108 校發計畫
語言教學中心
一、彙整教育部大學校院資料庫 105 年度 10 期表冊。
二、撰寫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自評表。
三、10 月 12 日中午由林茂松院長主持「共同英文課程專兼任教師研習會議」，本中心 19 位專
兼任教師與會。
四、10 月 12 日下午舉辦本中心本學年第一場教學觀摩，由陳淑芳老師主講”To swipe or not
to swipe”。
五、10 月 19 日召開實用英語學程教師會議。
六、10 月 19 日派員參加「關鍵判決—性平與權力」教育訓練；10 月 20 日派員參加「個人資
料保護法教育訓練」。
七、與相關單位聯繫本學年兩次多益英文會考事宜。
八、辦理課務工作：
(一) 10 月 7 日「英文（二）」期中統一考試高、中、初級班聽力試題錄音，並後製剪輯。
(二) 處理學生放棄修讀實用英語學程資格事宜。
九、辦理外語自學活動：
(一) 105 年 9 月份外語自學室兩校區開放 151.5 小時，雙溪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788，
城中校區資源使用及流通人次為 331，合計 1,119 人次。9 月線上軟體使用人次如下：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19,022、《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61、《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力測驗評量》：1,288。
(二) 雙溪外語自學室 Facebook 粉絲專頁英、日語學習訊息貼文 20 篇，總瀏覽次數：
30,092。
(三) 外語自學室教材處理情形統計（統計期間 105/9/1-9/30）：點收二校區到貨資料 59
筆；雙溪教材編目上架 33 筆。
(四) 雙溪外語自學室提供英、日語諮詢服務。
(五) 10 月 5 日於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字神帝國英語公益校園講座：Amazing! 多益
秒殺技巧」；10 月 12、26 日舉辦 2 場雙溪外語自學室資源體驗會「10 月多益模擬試
作會」，以及「大學生如何自學英語：閱讀篇」。
(六) 10 月 27 日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舉辦「前進魅力雪梨! 澳洲商學研究所名校，帶您成
為業界領袖人才!」活動。
(七) 第 29 期二校區第 2 梯次外語自學小組開始進行報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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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編目新到英、日語雜誌，「英文（二）」教材上架，並更新外語自學室公布欄互動英
語專欄。
十、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一) 張貼「英語文加強班」第 2 期課程海報，並於郵件公告和網站宣傳。
(二) 修訂第 28 期外語自學手札。
(三) 發放 105 學年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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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十一月
【院長室】依計畫推動院務。
一、10 月 19 日，召開本學期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學系實習相關辦法、實習計畫書及學院開
設跨領域科目「智慧財產權及專利產業概論」等案。
二、環安衛業務
（一）10 月 13 日，參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舉辦之「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說明會」。
（二）10 月 24 日，辦理年度實驗室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作業及環安衛委員會實驗室小
組會議。
（三）10 月 27 日，參與教育部舉辦之「化學物質管理及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課程。
【數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 研究
本系教師申請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究論著獎勵」共 6 件、「教
師學術研究獎助＿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1 件、
「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
3 件。
二、 招生
（一） 10 月 7 日，陽明高中數理班 61 名學生到院參訪及專題指導。數學系由吳牧恩老
師指導學生專題簡報。
（二） 10 月 14 日，秀峰高中 45 名學生到系參訪，由林惠文主任接待與介紹。
三、 系務
（一） 10 月 1 日，在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舉辦「105 年度數學系系友大會」
，由數學
系系友會郭爵豪會長主持，計有 40 餘人參加。會議中決議製作數學系系服復刻
版。
（二） 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數學系鄧靜華先生優秀清寒獎學金」評選作業，經全
系專任老師評選出鄭兆傑同學、陳俊廷同學、楊逸任同學與黃煥融同學四名學士
班同學得獎，各頒發獎學金新台幣伍仟元及獎狀一只。
（三） 辦理 105 學年度「數學系系友會獎學金」評選作業，經全系專任老師評選出陳易
揚同學、陳冠霖同學、羅怡軒同學、謝譯寬同學與陳昭瑋同學五名學士班學生得
獎。每名學生上、下學期各頒發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及獎狀一只，並於 105 年度
系友大會中接受頒獎。
（四） 碩士班簡杞恆同學、徐偉傑同學、李沅堂同學、葉又菁同學、張益豪同學、郭冠
佑同學、李義方同學與吳世權同學入學成績優異，獲「數學系 104 學年度碩士班
入學獎學金」
，各頒發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並於 105 年度系友大會中接受頒獎。
（五） 10 月 15 日，舉辦「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
，由林惠文主任主持，數一導師簡茂丁
老師、朱啟平老師，數一輔導助教顏綺美助教、蔡承恩助教與 14 位新生家長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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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學術活動
(一) 10 月 26 日，教師研習活動「Physics & Beyond」例會，任慶運副教授報告：
「縱橫物理
究天人」
。
(二) 10 月 27 日，林其隆教授應交通大學物理研究所邀請演講，講題：The Effective Hamiltonian
and Ehrenfest Theorem in the Propagation Dynamics of Nonspreading Wave Packets

(三)10 月 22 日於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樓源流講堂，10 月 29 日於高雄中學辦理「2016 物
理研習會」
，大學教授、中學教師以及校內外學生共有 80 餘人參與。2016 物理學史研習
會的主題訂為「天文學」。由劉源俊名譽教授、巫俊賢主任主持。邀請的學者有中央研
究院物理所余海禮研究員，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葛必揚副研究員，文藻外語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李精益教授以及本學系任慶運教授，以其專長所學，提供天文教學，從物理
學的角度觀測天文，得到不同領域的知識─「天文觀測對廣義相對論的檢驗」、「望遠鏡
發展史」、「從哥白尼到哈伯」以及「中國上古的曆算」。會末尚有一場綜合座談「天文
學與物理學的關係」，由劉源俊名譽教授主持並引言。
二、行政業務
(一)會議
1、10 月 5 日，演喻教學工作小組第 52 次會議，任慶運老師分享「利用作圖方式解釋偏
導數公式」
、陳昌祈老師介紹中風復健的「鏡像治療」法、陳秋民老師分享「利用握力
計測試手機對握力的影響」以及演示影片「秤置於保麗龍上方不影響稱重」
，及討論物
理課綱等。
2、10 月 12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訂定「物理學系學生校
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以及「物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修訂 106 學年
度入學新生必選修科目。
3、10 月 12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學系轉系作業要點，以
及課程委員會議決議案。
4、10 月 11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臨時助教會議，討論期中考試協助監考，
以及本學期各項活動工作分配、實驗室安全等相關事宜。
(二)輔導
1、10月1日，辦理大一迎新宿營活動，參加人數共45 人，透過系學生學長們的精心策劃，
藉由迎新活動增進同儕間的感情。
2、10月5日，梅長生老師帶領「生醫物理專題研究」生蔡文千、何欣儒等五位同學至長
庚醫院參訪見習。
3、10月11日，梅長生老師「English ClimbCorps」導生聚，學生們很期待日後和老師爬
山或爬樓梯時，能夠從老師那學習到更多的經驗，藉由這樣的機會，也能彼此分享關
於一己的故事。
4、10月12日，陳秋民老師以「示波器與訊號產生器的原理及應用」演示教學，學生可自
由參與。此一教學的目的是要使學生理解「示波器」構造與使用方式，俾便在實驗操
作中，更為得心應手。
5、10月15日，辦理新生輔導，辦理104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本次共有6位同學，10
位新生家長參與座談，巫俊賢主任簡報並介紹學習資源與環境，對於家長提問，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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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解家長心中疑惑，亦能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尋得家長的支持。
6、10 月 20 日，辦理哈佛醫學院與上海交通大學暑期研習活動說明會，由梅長生老師說
明研習活動的目的、內容，以及甄選的條件，並提供同學們相關的諮詢。
7、10 月 26 日，黃依萍老師「出走社」導生聚，可以了解同學間的想法與未來規劃很有
趣。然後決定並期待下學期的單車出走行程。
(三)其他
1、招生活動：
10 月 7 日，陽明高中來院參訪，學系由巫俊賢介紹、吳恭德及齊祖康老師指導學生
專題。
10 月 14 日，秀峰高中來院參訪，學系由梅長生老師導覽介紹，活潑互動的氣氛引導
學生熱烈迴響。
2、支援高中教師成長活動：
12 月 3 日「辦理第五屆數位化科學實驗研習會」相關前置作業。
【化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10 月 27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超庸館暨光道廳大樓安全委員會議」
，報告
近期大樓安全管理執行事項。
二、教學及研究
(一)、本系新進教師謝伊婷老師榮獲 105 年度本校延攬優秀人才獎勵。
(二)、本系新進教師謝伊婷老師以「以軟性模板在離子液體中製備奈米金屬合金材料及其
應用」研究主題，獲科技部 2 年期新進人員研究計畫補助（計畫編號：
105-2113-M-003-MY2），補助期間自 105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7 月 31 日止，總補
助金額 5,575,000 元。
(三)、10 月 5 日專題演講，邀請中國化學製藥公司潘昱岑專員，講題：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
有限公司及製藥產業介紹」。
(四)、11 月 1 日第三期教學卓越計畫實地訪評，本系王榮輝老師受邀擔任未來教室之教學
演示。
(五)、11 月 2 日專題演講邀請 89 級系友台灣科思創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區孫偉恩處長，講題：
「材料化學產業介紹」。
三、招生及學生學習輔導活動
(一)、10 月 7 日陽明高中師生蒞校，由學系教師介紹後分別參訪光譜分析、無機材料及電
化學等三間研究實驗室。
(二)、10 月 14 日秀峰高中師生蒞校，分別參訪儀器分析教學實驗室及 M301 光譜分析、
M405 材料合成研究實驗室。
(三)、10 月 15 日辦理「104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由學系主任、種子導師、行政同仁與
家長溝通及分享新生的學習情形。。
(四)、10 月 31 日本系王榮輝老師赴新莊高中進行招生宣導活動。
四、行政業務
(一)、10 月 24 日辦理本學期各實驗室實驗廢棄物儲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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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系務
1. 10 月 4 日召開系務會議，討論本系參與東福海洋生物專班 4+0 方案之可能性。
2. 10 月 11 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議，討論事項如下：
(1) 討論 104 學年碩士班選修課程「微生物生態學特論」全英語授課經驗及建議事
項。
(2) 討論與普渡大學雙聯學制本系科目修讀建議表。
(3) 討論 106 學年度博士班課程新生必選修科目表。
(4) 討論 106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微生物研究法(一) 」
、
「微生物研究法(二) 」授課
內容。
3. 10 月 15 日上午辦理學系新生家長座談會，共計 14 位家長及本系張怡塘主任、宋宏
紅導師、黃顯宗導師、李重義導師共同參加座談，座談會中家長們除聽取學系簡報
以及本學期大一授課老師分享班級現況之外，並同時參觀本系教學實驗室及教師研
究室，中午時間家長們並與其子弟之導師共同餐敘。
4. 10 月 25 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議，討論事項如下：
(1) 討論 104 學年碩士班選修課程新開科目申請表及授課計劃表。
(2) 討論本系學士班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3) 討論本系學士班課程分流並檢討學士班課程。
二、招生
1. 台北市陽明高中於 105 年 10 月 7 日至本校參訪，李瑞梅助教針對招生進行學系介紹
並參觀學生實驗室。李重義老師指導二組同學專題。
2. 新北市秀峰高中於 105 年 10 月 14 日至本校參訪，張怡塘主任針對招生進行學系介
紹並由李瑞梅及李淑蘭二位助教帶領參觀學生實驗室。
3. 新北市明德高中於 105 年 10 月 28 日至本校參訪，張怡塘主任針對招生進行學系介
紹並由宋昕如助教帶學生進行趣味問答。
4. 本系 106 學年度碩士班及博士班招生海報製作完成，除郵寄至全國相關大專院校系
所外，並公佈於相關領域社群網站。
三、教學及學生輔導
1. 完成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微生物學系碩士班畢業狀況及論文宣讀調查。
2. 安排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問卷施測日期及施測人員。
3. 10 月 4 日進行大學部二年級及三年級學生學習成效問卷施測。
4. 10 月 14 日完成生物化學及實驗專業社群第二次會議。針對林俊銘及路光予兩位老
師提供生物化學教學內容(主題、主概念、次要概念及相對應課程)進行討論
5. 配合執行 105 學年第一學期「東吳大學教學精進補助計畫--微生物學系強化與產業
之接軌與認知」
，於 10 月 18 日舉辦本學期第一次學系學術演講，講員為美國曼菲斯
大學生物科學系榮譽教授鍾金湯博士，講題為「Azo Dyes and Human Health: A
Review.」。
6. 系學生會於 10 月 28 日至 30 日舉辦迎新宿營。
四、研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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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 月 12 日艾登公司來訪洽談雙方合作事宜。
2. 10 月 20 日宋宏紅院長帶領張怡塘主任、張碧芬教授及應靜雯教授前往台美檢驗公
司洽談雙方產學合作事宜。
3. 10 月 14 日碩士班研究生蘇敬倫(指導老師為張怡塘教授)前往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參
加 2016 新興污染物論壇 (emcon forum 2016)發表論文，題目為「不同粒徑範圍奈米
金屬對污水生物處理之影響」，經評選為本研討會優秀壁報獎第二名。
五、學術交流
10 月 3 日揚州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學院師生共 18 人至本系參訪。雙方教師和學生圍
繞學科專業、人才培養展開交流。當天並安排觀摩本系專業課程及參觀本系實驗室聽
取老師介紹。
六、環境安全衛生安全相關
1. 10 月 11 日完成第三季列管毒性化學物質申報。
2. 10 預 11 日完成 105 學年下半年危險設備請查作業，並交送學校環安上報。
3. 10 月 13 日完成學系實驗室感染性生物材料清單，交送理學院由承辦人員至疾管署
「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資訊系統」進行品項之數量更新。
4. 10 月 18 日完成無菌操作台潔淨度測試作業。
5. 10 月 21 日完成東吳大學校災害事故調查表(M315)。
6. 10 月 24 日完成實驗室廢棄物移送至 M002 作業，實驗室領取新的廢棄容器。
7. 10 月 29 日完成學系申請報廢藥品清單的收集。
【心理學系】依計畫推動系務。
一、會議：
（一）105 年 10 月 4 日（二）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通過 105 學年
度兼任教師改聘案。
（二）105 年 10 月 4 日（二）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討論本系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考試相關事宜。
二、研究及學術：
（一）林朱燕老師獲得 105 學年度理學院獎勵教師學術研究計畫補助。
（二）與圖書館合作為碩士班一年級新生舉辦二場專題講座：
1.第一場「圖書館資源介紹」：講者為圖書館數位系統組黃雯琪技正，時間：105
年 10 月 5 日（三），地點：圖書館數位學習室，參與人數共 27 人。
2.第二場「EndNote 介紹」：講者為圖書館數位系統組張素卿專員，時間：105 年
10 月 19 日（三），地點：圖書館數位學習室，參與人數共 25 人。
（三）105 年 10 月 15 日至 16 日本系師生赴國立成功大學參加台灣心理學年會，並有 3
位教師發表論文。
（四）105 年 10 月 29 日（六）於國際會議廳舉辦「2016 應用心理學與實務研討會-組織
諮詢 Life coach 論壇：心理學與人資整合取向」，由王叢桂老師、林朱燕老師主
持，參與人數共 119 人。
三、教學及輔導：
（一）完成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主任有約」活動，與大一新生、轉學生、轉系生分組
進行晤談，參與晤談學生總計 7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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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幼涵老師獲得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理學院教學創新計畫補助。
（三）105 年 10 月 15 日舉行家長座談會，由系主任及大一導師張建妤老師與家長座談，
共計有 10 名家長參加。
（四）105 年 10 月 25 日（二）於 J203 舉辦主任與系學會餐敘。
（五）105 年 10 月 26 日（三）於 G101 會議室舉辦工商實習發表會，由王叢桂教授主持，
4 位碩士班工商與諮商組學生發表，參與人數共 30 人。
（六）105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於 R0411 教室辦理大一導生會，由大一導師張建妤
老師主持，參與人數共 67 人。
（七）輔導系學生會舉辦各類活動：
1.105 年 10 月 8 日（六）至 105 年 10 月 10 日（一）系學生會於龍門營地舉辦迎
新宿營「第二十八號精神病患入院紀錄」，參與人數共 57 人。
2.105 年 10 月 11 日（二）於戴氏基金會議廳舉辦師生交流活動。
3.105 年 10 月 14 日（五）於社子橋下舉辦系烤活動，參與人數共 110 人。
4.105 年 10 月 18 日（二）於 D0316 教室舉辦學長姐分享會，參與人數共 30 人。
四、10 月份教師支援招生宣傳活動共計 4 場：
時間
地點
支援教師 說明
105/10/12(三)13:20-15:10
彰化高中（彰化）
曾幼涵 社會心理學群介紹
105/10/14(五)13:30-15:30
秀峰高中（東吳）
徐儷瑜 來校參訪
105/10/19(三)12:00-13:00
南湖高中（台北）
林朱燕 社會心理學群介紹
105/10/28(五)13:50-14:50
明德高中（東吳）
徐儷瑜 心理學系介紹
五、本系汪曼穎老師當選台灣心理學會第 52 屆監事，任期兩年。
【鑑識科學學程】依計畫推動業務。
105 年 10 月 3 日由理學院院長，兼任鑑識科學學程召集人，宋宏紅教授召開鑑識科學學程
「2017 第二屆科學偵探營」第一次籌備會議。確認營隊總招為政治系李懿多，副總招為中
文系張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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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十一月
一、對外交流
（一）11 月 9 日（三）下午 14 時於溪區第一教學研究大樓 R0814 外語學院會議室，校長與
蕭宏宜副系主任一同接待「寧夏赴臺灣高校學科建設和科技創新管理培訓班」來訪。
（二）11 月 11-14 日成永裕老師代表本院至上海交通大學參加「2016 東京審判與世界和平國
際研討會」與發表。
（三）11 月 24 -27 日洪家殷院長率隊，與胡博硯老師、洪令家老師及麥世宏業師至蘇州大
學法學院參加「第三屆兩岸自由貿易法治論壇」。
二、學生活動
（一）10 月 15 日上午 10 時於城中 1104 會議室舉辦「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
（二）10 月 13 日(四)下午 2-4 時教學卓越計畫舉辦學生至法藍瓷企業參訪。
（三）10 月 5 日（三）下午 15 時 30 分，1705 會議室舉辦「大三系會」，健諮中心舉辦電影
賞析，片名：關鍵判決。
（四）10 月 12 日（三）下午 15 時 30 分，1705 會議室舉辦「大四系會」
，演講者：易先智律
師，講題：法律人的生涯規劃及直場甘苦談。
（五）10 月 19 日（四）下午 15 時 30 分，1705 會議室舉辦「大一系會」
，演講者：黃寬裕校
牧，講題：精彩的大學生活規劃。
（六）10 月 19 日（三）下午 15 時 30 分，5211 會議室舉辦「大二系會」
。演講者：陳言博學
長，講題：有趣且超出想像的公務員職涯經驗。
三、學術活動
（一）10 月 25 日（二）下午 14 時溪區第一教研普仁堂會議室舉辦「嚴家淦法學講座」，演
講馬英九教授，演講主題: 兩岸跨境跨國犯罪現況與展望。
（二）10 月 28 日（五）上午 10 時於 5117 會議室舉辦「法律與宗教座談會」。
（三）10 月 31 日(一)下午 13-15 時 1104 會議室舉辦「第十二回工程法座談會-公法場次」
（四）11 月 4 日（五）上午 9 時於 5211 會議室舉辦「南海仲裁暨國際法研討會」。
（五）11 月 7 日（一）下午 15 時 30 分於 1104 會議室舉辦「東吳公法論壇第 53 回」。
（六）11 月 18 日（五）上午 8 時 30 分於游藝廣場校友交誼室舉辦「第四屆兩岸公法圓桌論
壇」。
（七）11 月 25 日（五）下午 15 時 30 分於 1104 會議室舉辦「東吳公法論壇第 54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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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十一月
商學院
一、 本院 10 月 3 日於游藝廣場舉辦「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成立暨產學合作
啟動記者會」。記者會由城中舞研社帶來的精彩勁歌熱舞開場，現場還有主持人歐素華
老師與機器人精彩的對話，最後由潘維大校長、劉吉人創辦人、金管會蔡福隆執行秘書、
趙維良副校長、傅祖壇院長共同啟動產學合作儀式，宣示東吳大學商學院與富蘭克林證
券投資顧問（股）公司正式展開金融科技（FinTech）的跨域創新研究與實務應用。記者
會與會貴賓包括：中央銀行嚴宗大副總裁、金管會金融科技辦公室蔡福隆執行秘書、安
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李祖康協理、台北懿天下有限公司郭廷峰執行長/潘宥嘉策略長
等人；東吳大學與會師長包括：潘維大校長、趙維良副校長、王淑芳主任秘書、詹乾隆
教務長、阮金祥總務長、顧名儀社資長、許嘉棟講座教授、朱雲鵬講座教授、張盛和講
座教授、劉宗哲主任、余啟民主任、洪家殷院長、黃秀端院長、開發中心沈大白主任及
蔡宗榮執行長與團隊成員等；富蘭克林與會者包括：劉吉人創辦人、華美投信黃書明總
經理、證券投顧黃琡珺執行副總、證券投顧屈亞欣副總經理、證券投顧羅尤美副總經理、
校友總會劉詩聖顧問、證券投顧馮美珍協理等。當天與會計者媒體約 20 餘人。
二、 本院於 10 月 12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黃心怡助理
教授升等案相關事宜，複審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兼任教師初聘案、105 學年度第 1 次兼任
教師改聘案、資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評審辦法、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及
經濟系專案教師評量辦法設置案等議題。
三、 本院於 10 月 13 日舉辦「東吳大學唐松章校友講座禮聘蔡宗榮博士歡迎茶會」，會中
邀請潘校長及前行政院副院長，現任永豐金控最高顧問邱正雄先生蒞臨致詞，並有多位
金融界專家學者與會。蔡講座教授為國內少數産官學歷練豐富之專家學者，除長期在多
家銀行、証券、投顧金融公司擔任高階主管、董事長外，亦曾任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
員、臺灣銀行副總經理、國票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董事長、國票證券投資顧問公司董事長
等職務，對金融產業及政策瞭若指掌，對 Fintech 的發展及金融界的應用更有獨特見解。
四、 10 月 19 日宴請經濟系徐國鋒客座教授（Senior Lecturer University Sains Malaysia,
Malaysia）及國貿系王媛客座教授（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副教授），並洽談兩校合作
事宜。
五、 本院於 10 月 22-23 日與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共同辦理「2016 大數據國際研討會，本院主
要負責接待國際學者、接送機安排、住宿及保險事宜，並協助報到處、貴賓餐點、會場
照相等事宜。
六、 本院於 10 月 27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審議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商學院及企管系課程異動申請案、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企管系及 EMBA 班新增課程申
請案，複審會計系、企管系、資管系及商進班課程外審改善計畫書相關事宜，本院增設
「金融科技學程」案，資管系及企管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學生校外實習實
施要點設置案等議題。
七、 本院 AACSB 認證進入最後認證訪評階段，已於 7 月底繳交自我評鑑報告(SER)至 IAC，
通過審核後，實地訪評小組將於 11 月 13~16 日至本校進行為期三天的訪評，有關實地訪
評之訪評資料也正如火如荼準備中，10 月份辦理 AACSB 相關實地訪評事宜如下：
(一) 各學系繳交實地訪評相關佐證資料。
(二) 10 月 14 日中午舉辦教師(擔任院課程委員會委員、導師或撰寫 AOL(Assurance of Learning)
教師)及行政同仁 AACSB 講習說明會，由陳惠芳副院長及吳吉政老師介紹 AACSB 認證流程
及各 standard 注意事項，傅祖壇院長並於會中協請教師及行政同仁共同配合，期許本院
順利通過認證。
(三) 10 月 14 日中午舉辦 AACSB 學生教育訓練，由藍文馨組員向與會學生代表說明 AACSB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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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訪評時應注意之事項及訪談時之應對。晚間為配合碩專班學生下班時間，陳惠芳副院
長及藍文馨組員另舉辦碩專班學生教育訓練，向碩專班學生代表進行說明。
(四) 10 月 22 日至 28 日特邀西康乃狄克大學商學院院長 David Martin 至本院進行 AACSB 實地
訪評之預評及討論國際學術交流等事宜。此次預評提供參與實地訪評之教師、行政同仁
與學生模擬機會，透過座談形式與院長 David Martin 進行訪談及意見交換，並依據預評之
訪談結果與本院院長、各系主任與 AACSB 小組進行討論和修正。
(五) 協請廠商設計 AACSB 實地訪評海報及會場佈置等相關事宜。
(六) 籌備 11 月 13~16 日實地訪評各項相關事宜。
八、 《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10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0 月 3 日召開金融科技學分學程籌備會議。
(二) 10 月 11 日上午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採訪蔡宗榮執行長；《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主
要提供保險、財經及健康類資訊，近期 Fintech 成為金融業流行議題，採訪重點自區塊鏈
這個民眾較陌生的議題切入，介紹金融科技的發展現況。
(三) 10 月 14 日院長宴請開發中心團隊成員。
(四) 10 月 20 日上午開發中心專案計畫主持人林聰武老師、溫福星老師與蔡宗榮執行長召開工
作小組會議，針對計劃書內容及未來進度與預算規劃進行修訂。
(五) 10 月 21 日下午開發中心沈大白主任與蔡宗榮執行長召開小組會議，討論計劃書修訂內容
及開發中心空間規劃。
(六) 10 月 23 日於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FinTech 趨勢與台灣的未來發展」研討會。這是
「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10 月 3 日冠名後的第一個對外活動，邀請到的
主持人為行政院前副院長、永豐金控邱正雄最高顧問，業界的與談人有中信銀行信用金
融劉奕成執行長、歐付寶電子支付林一泓董事長、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公
司黃書明總經理，以及金管會金融科技辦公室蔡福隆執行秘書。本研討會邀集產官學代
表，一方面從不同的角度觀察整個 FinTech 的未來趨勢，另外一方面針對台灣目前 FinTech
發展顯著落後於歐美及大陸的情況下，探討未來發展的方向與策略。潘校長致詞時特別
表示：台灣在金融科技全球化的腳步已經落後歐美及大陸，台灣如何急起直追，這就是
富蘭克林與東吳大學共同成立開發中心的目的。而學校的金融科技研究團隊，在沈大白
主任及產官學經驗都非常豐富的蔡宗榮執行長的領導下，透過這樣產官學的交流平台，
將提供台灣未來在 FinTech 發展方向的具體建議。
(七) 10 月 28 日中午 12 時 10 分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傅祖壇院長、蔡宗榮執行長、校友總
會劉詩聖顧問和富蘭克林屈亞欣副總經理、袁祖平資深協理、楊景涵顧問進行午餐會議，
討論專案計畫進度及未來合作規劃。
九、 辦理《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股份有限公司與東吳大學產學合作計畫》
（執行期間：105/2/1
～106/1/31），10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10 月份課程
日期
課程主題
講師
10 月 07 日 金融市場與投資工具介紹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邱良弼副總
10 月 14 日 股票評價與股票投資決策(I)
東吳大學會計系高立翰助理教授
10 月 21 日 股票評價與股票投資決策(I)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左思軒基金經理
人
10 月 28 日 投資模擬競賽系統介紹
東吳大學企管系劉美纓教授
（二）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企業參訪事宜。。
（三）協調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投資模擬競賽規則事宜。
（四）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投資模擬競賽虛擬帳戶核銷事宜。
（五）辦理每堂課之課後問卷暨統計分析事宜。
（六）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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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院教育部《跨域創新：經營管理與社會人文的科際整合綜效》計畫，10 月份執行進
度如下：
（一） 辦理第一期款經費執行報告事宜。
（二） 採訪意庫策展陳文旭先生。
（三）採訪台灣吧謝政豪執行長。
（四）採訪東南旅行社先生。
（五）採訪資策會朱家宏先生。
（六）採訪西康乃狄克校商學院院長 Dr. David Martin 有關高等教育創新做法相關問
題。
（七）協助辦理 10 月 3 日「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成立暨產學合作啟動
記者會」。
（八）配合參與 10 月 12 日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說明會。
（九）協助辦理 10 月 23 日「FinTech 趨勢和台灣未來發展研討會」。
（十）聯繫 11 月 11 日教育部專案辦公室蒞院採訪院長事宜。
（十一）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十一、
本院 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商學院推動課程創新與實務接軌計畫》，10 月份執
行進度如下：
（一）持續執行計畫內容。
（二）辦理院內學生證照補助事宜。
（三）辦理教學卓越網活動刊登事宜。
（四）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十二、
有關籌劃「服務創新育成中心」，10 月份執行進度如下：
（一）
10 月 13 日與主秘、學務長商談中心空間使用事宜。
（二）
10 月 23 日與林偉賢學長針對中心空間規劃進行說明與溝通。
（三）
10 月 25 日與總務長討論中心空間使用事宜。
十三、
辦理福建師範大學「福建省人文社科類師資聯合培養合作計畫」，10 月份執行進
度如下：
（一）辦理經費核銷暨結案事宜。
（二）由福建省教育廳委託福建工程學院組織該省四個師資閩台聯合培養中心負責人
於 2016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 日來台事宜，全團預定於 11 月 29 日參訪東吳
大學以加強兩岸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交流合作事宜。
序號
姓名
職稱
1
黃紅武
福建省教育廳廳長
2
陳國龍
福建省教育廳副廳長
3
楊振坦
福建省教育廳教師工作處處長
4
林海峰
福建省教育廳對外處處長
5
戴 穎
福建省教育廳財務處處長
6
柏定國
福建省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
7
范 菁
福建省教育評估研究中心副主任
8
淋清泉
福建省教育廳高等教育處處長
9
詹友基
福建工程學院教師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10
朱水永
廈門大學教師發展中心常務副主任
十四、
辦理「2016
11
黃松青
福建省高等學校師資培訓中心常務副主任
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
12
彭彥卿
廈門理工學院人事處副處長
研討會」相關事宜：
（一）
10 月 6 日召開研討會第一次工作會議，會中進行各組分工及相關細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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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 14 位與會學者入台證申請事宜。
（三）
辦理福建師範大學經濟學院黃茂興院長及陳偉雄博士入台證申請事宜。
（四）
辦理研討會住宿飯店聯繫事宜。
（五）
辦理研討會行程規劃事宜。
（六）
各系提報參加研討會論文發表教師名單。
（七）
彙整兩岸學者發表論文事宜。
（八）
辦理研討會議程安排、大會手冊等事宜。
十五、
規劃本院年終餐敘相關事宜：
（一）日期：106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中午
（二）地點：台北花園酒店二樓國際廳
十六、
辦理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報作業。10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改以 Google
線上試算表撰寫計畫內容，計畫提報期程為 106-108 三個學年度，需預估 106 學年度執行
目標所需經費，經費規劃以 105 學年度本院預算核定金額及教學卓越計畫核定經費作為
預算編列之參考。
十七、
配合撰寫教育部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計畫書，本院負責撰寫「強化產學合作之產
學實驗園區」部分，包括計畫內容、人力配置、財務規劃、空間圖儀、風險評估及產出
效益等項目。
十八、
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弱勢學生教學助理補助補助計畫」10 月份收據及簽到
表彙整事宜。
十九、
辦理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及 KPI 相關事宜。
二十、
辦理邀請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前院長王則斌來台進行交流事宜。
二十一、 辦理雙溪校區法商聯合辦公室（D0514）門禁系統安裝事宜。
二十二、 辦理商學院中文網頁更新事宜。
二十三、 辦理東吳大學商學院通訊電子報 10 月份第八期出刊事宜。
二十四、 填報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05 年 10 月表冊需求數據及資料。
二十五、 有關院級雙聯學制及交換事宜：
(一) 10 月 7 日與美國 Rider University 洽談 2+2、3+1 及 3+1+1 雙聯學位的提案。
(二) 10 月 11 日與法國 Skema Business School 洽談碩士雙聯學制合作機制。
(三) 10 月 12 日與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Dallas 洽談教師研究合作機制。
(四) 10 月 26 日與西康乃狄克大學商學院院長 David Martin 洽談簽署交流協議相關事宜。
(五) 與東密西根大學商學院聯繫關於入學申請資格暨課程對應事宜。
(六) 提報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赴外交換資料予各院級協議學校。
跨領域學程
一、填報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 104 學年度校史紀要。
二、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安排事宜。
三、辦理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中文單位網站資料檢視事宜。
四、籌辦財務金融學程、科技管理學程之活動及演講事宜。
國際商管學程
一、宣傳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外國學生春季班入學招生資訊。
二、籌備「海外企業專題」課程海外參訪事宜。
三、配合人事室「推動增進行政效能措施事宜」撰寫工作執行說明書。
四、撰寫 104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 KPI。
EMBA 班
一、 本班「美學與創意」課程系列演講：
(一) 10 月 9 日上午邀請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盛業信助理教授前來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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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二) 10 月 23 日上午邀請音樂系彭廣林老師前來演講，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609
教室。
二、 本班「商務溝通」課程
(一) 10 月 1 日上午邀請馥懿實業有限公司林柏年執行總監講座，主題：大陸的創新創
業風潮，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二) 10 月 15 日上午邀請緯和公司周淑慧董事長講座，主題：翻轉精彩幸福人生，地點：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三) 10 月 29 日上午邀請台灣房屋游明同總執行長講座，主題：商業溝通與談判【從心
勝談起】，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117 演講廳。
三、 10 月 19 日下午 3 時 30 分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召開 EMBA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新開設「國際禮儀」(二下選修，1 學分)、「巨量資料應用專題」(二
上選修，1 學分)、「金融科技創新與實務」(二上選修，1 學分)、三門課程，分別自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並列入 106 學年度新生必選修科目表。
四、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工作事項報告：
(一)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於 10 月 11 日發行 EMBA 第 71 期電子報，
報導協會及系上相關訊息。
(二) 協會於 10 月 15 日(六)下午 2 點假西雅圖極品咖啡世貿旗艦店舉辦第七場 Coffee
Time 本次主題為「搞不定『人』
，一切免談」
。首先由第五屆王琳學姊(富琳管理顧
問有限公司/總經理)跟大家說明如何「用文化為企業紮根」，也從孟母三遷的例子
直接的表現出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境教，進而帶出企業文化的重要性。接著
第七屆柯金章學長(程曦資訊整合股份有限公司/人資處處長) 分享的題目是「談企
業接班梯隊之形成」
，聽完了學長的分享，了解到企業要持續成長在人力資源培訓
晉升的制度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最後由第八屆蔡慧娟學姊(德誼數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人資部協理)分享「淺談績效考核管理」。績效考核管理運用得宜可以使企業
了解自身優勢劣勢，而員工可以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標及努力的方向，讓企業往更
好的地方發展。
(三) 協會於 105 年 10 月 19 日(三)假台北世貿聯誼社舉行 105 學年度第一次協會發展會
議。各活動組報告內容為：Coffee Time 組由梁琪涓學姊報告：本年度 2 場 Coffee
Time 已順利圓滿完成，感謝會員的支持與參與，希望能有會員主動來找我們 Coffee
Time 組員，自願來做分享人。讀書會組由曾昭琪學姊報告：活動預告：105 年 11
月 10 日(四) 將舉辦今年度第二次讀書會，本次邀請沈大白老師擔任主持人，研讀
書目為”文案力”，並邀請第九屆王芷逸擔任導讀人，第十屆張嵐芬、游家瑞 二
位擔任與談，誠摰邀請各屆會員踴躍參加，當日並有舊書義賣，歡迎大家共襄盛
舉！社會服務組由張順永學長報告：(1) 105 年 7 月 10 日社會服務組與真德慈善會，
至新北市七堵探訪五處急難救助家庭，由真德慈善會提供物資與金錢且做紀錄，
實際了解真德慈善會作業情形。(2)105 年 8 月 20 日順利完成參訪雲林溪州國小，
雲林婦女保護會頒發給「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感謝狀。(3)105
年 9 月 8 日秘書處完成臺東池上國中註冊費與營養午餐匯款，池上國中頒發給「臺
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感謝狀。(4)106 年度計畫捐助對象： A 雲
林婦女保護會。B 台東霧鹿國小。C 彰師大行為輔導研究發展中心。D 中華流通協
會(阿公阿嬤節)。E 台東池上國中。F 真德慈善會。(5)106 年度預訂參訪：台東霧
鹿國小。活力運動組由林源祥學長報告：今年已舉辦 101 登高賽、登山趣、第五
屆全國 EMBA 馬拉松接力賽，接著 2016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即將到來，請大家多
多參與。企業參訪及論壇組由陳志銘學長報告：今年已舉辦 2 場企業參訪，將在
12 月舉辦新價值高峰論壇第六場盛會「虛擬經濟與數位經濟的新價值」將邀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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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付寶(allPay) 林一泓董事長來擔任我們的主講人，請大家踴躍參與。
(四) 協會於 10 月 26 日下午 6 點 30 分假台北世貿聯誼社舉辦西康乃狄克校商學院院長
Dr. David Martin 演講及晚宴，演講題目為「The Challenges and Future of EMBA
Education and Business School」
，席間 EMBA 與國際商管學程的學生，也把握機會
向 Dr. David Martin 請教相關的問題。
(五) 105 年 10 月 29-30 日(六-日)假國立中山大學參加第五屆全國 EMBA 馬拉松接力賽。
由林清豐、游瑞維、何國安、蔡詩豐、屈穎組成的東吳跑步玩隊奪得半馬競賽組
第四名，而蔡詩豐更是拿下男子個人第三名。
(六) 105 年 11 月 1 日(二) 下午 7 點 30 分假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廳由東吳校友合唱團演
出的音樂會「聲聲不息系列 4-歡樂今宵」
，協會會員梁琪涓學姊、許淑慈學姊、王
琳學姊、黃美玲學姊參加弦誦合唱團為我們帶來精彩的演出。協會也購買 30 張票
邀請會員一同前往欣賞與支持東吳校友合唱團。
(七) 11 月 4 日下午 7 時假 2127 會議室舉行活動組組長會議。
(八) 協會採用 Group365 社團通訊軟體系統，讓會員更輕鬆得知協會舉辦的活動，也讓
會員在訊息的傳遞上更為方便。
(九) 辦理協會電子報系統更新事宜。
(十) 持續辦理協會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與訊息發佈。
(十一) 持續辦理每月新到書籍雜誌財產編號事宜。
(十二) 臺北市東吳大學 EMBA 服務與成長協會活動預告：
1. 11 月 10 日下午 7 時假 2123 會議室舉辦第 33 場讀書會，導讀書籍為「文案力」。
本次在讀書會前半小時以及讀書會結束後半小時有書籍義賣，歡迎大家共襄盛
舉。
經濟學系
一、 經濟學系本學期第 2 位客座教授山東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丁言強副教授於 10 月 23 日(日)
抵台，主要研究領域: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理論和公共政策分析，聘期:105 年 10
月 23 日~12 月 3 日(6 週)。丁教授 10 月 23 日抵台，當晚與陳彧夏老師餐敘，10 月 24
日與曹添旺老師、謝智源老師、林維垣老師、袁國芝老師餐敘。
二、 經濟學系為使系上同學了解臺灣股票市場交易模式，並提升其實務經驗與日後之就業競
爭力，首度與華南永昌綜合證券、寶碩財務科技共同舉辦「2016 華南永昌盃股票投資模
擬競賽」，藉由業界講師對同學們進行經驗分享與技巧傳授，輔以線上模擬交易競賽，
結合理論與實務，協助同學認識臺灣金融產業與股票市場。活動包含實務課程、模擬交
易競賽、書面暨口頭報告三個部分。實務課程:10 月 1 日由華南永昌金士為經理介紹「如
何選股投資--技術面分析」，本系陳瑞崇老師介紹「如何選股投資--基本面分析」，寶碩
財務科技李勇成、戴吉興與周昱璋講師共同介紹「模擬操作實習」。10 月 7 日由華南永
昌金士為經理講演「交易員經驗分享」。共有 163 位學生参與競賽活動，模擬交易競賽
總報酬率前 15 名需繳交書面報告暨參加 10 月 28 日下午於 R5211 會議室舉辦的口頭報
告。
三、 經濟學系 10 月 5 日經濟論壇邀請招商銀行總行私人銀行部投資顧問室高級投資顧問陳
宏印(碩 92 級系友)，演講主題:沒有背景下，如何在境外發展職涯。
四、 經濟學系 10 月 7 日邀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林其昂教授演講「Spatial Diffusion of Hispan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nalysis of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五、 經濟系系友高爾夫球聯誼賽 10 月 10 日經在東方球場舉行，有 18 位系友出席參賽。
六、 經濟學系配合生涯發展中心 10 月 12 日下午 13:30~15:30 於 R2502 進行「大三學生 UCAN
職業興趣與職能評估普測」。
七、 經濟學系 10 月 13 日召開研究所招生小組會議及 10 月 24 日召開教師小組會議，為研究
所招生事宜交換意見，尋求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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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經濟系在 10 月 14 日獲得校長簽准同意，於 106 學年度徵聘專任/專案教師 2 位。且在
科技部、台灣經濟學會、本校人事室及本系網頁公開徵才。
九、 經濟學系 10 月 14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蔡文禎授演講「Estimating th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Civic Value When Absentee Voting Is Not Allowed」。
十、 經濟學系 10 月 14 日前往華南永昌企業參訪，由郭嘉祥老師帶隊，林彥慶助教與張嘉寧
助教陪同 86 同學前往，由華南永昌綜合證券陳錦鋒總經理親自接待。
十一、
10 月 14 日於台北市松江路康華飯店舉辦「東吳經濟系校友基金會第八屆第四次董
事暨理監事會議」。
十二、
經濟學系 10 月 15 日上午 10:00~12:00 配合德育中心於 R6605 舉行學系新生家長座
談會，由陶宏麟主任主持，邀請大一導師賴志芳老師、陳碧綉老師、徐政訏老師與輔
導助教張佳寧助教、許紘睿助教、江美玲助教一同出席，除介紹本系，亦讓新生家長
提問，了解子女在校的學習情形與就讀本系的未來發展。
十三、
經濟學系 10 月 19 日經濟論壇邀請前吉興工程顧問公司陳立誠董事長，演講主題:
台灣的能源危機—核能、暖化、電價。
十四、
經濟學系 10 月 21 日邀請本系曹添旺教授演講「通貨替代、價格調整與產出波動」。
袁國芝助理教授主講「A model of parallel contests」。
十五、
經濟學系陶宏麟教授被邀請擔任 10 月 21 日國家教育研究院所舉辦的 2016 年「我
們的教育，我們的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之主題演講者，講題: 從公平與效率看台灣
的大學入學制度過去、現在與未來。
十六、
經濟學系學生會 10 月 22、23 日於新竹萬瑞森林遊樂區舉行迎新宿營，陶宏麟主任、
張時應老師、張佳寧助教、許紘睿助教與江美玲助教到場參加。
十七、
經濟學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赴國外(含大陸)協議學校研習之校級交流學生名單:
彭子芸韓國西江大學、張景茹清華大學。赴國外(含大陸)協議學校研習之院系級交換學
生推薦名單:黃以淳荷蘭葛洛寧恩大學。
十八、
經濟學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級大陸交換生來台短期研習，接待 9 位學生(學士
班 8 位，碩士班 1 位)，名單如下:王雅楠江南大學工商管理(學士)、肖淑琴暨南大學市
場營銷(學士)、周璞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專業(學士)、周婉楠西安交通大學經濟學系
(學士)、倪騰騰西安交通大學經濟學類(學士)、徐憶諄東南大學經濟學專業(學士)、陳
翎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學士)、劉利姍南開大學保險學(學士)、黃麗娟湖南師範大學西方
經濟學(碩士)。
十九、
經濟學系提報 105 學年度博士班 3 位、碩士班 22 位與碩專班 12 位之碩、博士班研
究生學位考試論文題目報告單及指導教授。
二十、
經濟學系 10 月填報高教資料庫資料及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單位自評。
會計學系
一、重要會議及活動：
(一) 因應商學院申請 AACSB 最後認證作業，配合辦理 10 月 25 日模擬訪視及 11 月中旬
實地訪視之各項準備工作。
(二) 10 月 5 日舉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審議專任教師續聘案、升等案
及兼任教師申請證書案。
(三) 10 月 5 日召開會計學系本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會中討論本系課程外審審查
意見回應表及改善計畫事宜議題。
(四) 國內四大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於九月起陸續舉辦校園徵才說明會，向本系的應屆畢
業生學生們介紹事務所，其中包含事務所提供的工作環境、工作內容概況、事務所
的內部文化、固定舉行的活動以及日後升遷外派的工作機會等等，以期能使學生們
在進入職場前對事務所能有所認識。
1. 10 月 5 日協辦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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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月 19 日協辦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校園徵才活動。
(五) 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會計研究月刊與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共同舉辦「第 28 屆會計
菁英盃辯論比賽暨 2016 海峽兩岸大學會計辯論邀請賽」於 10 月 15 日至 17 日假東
吳大學城中校區舉行。全台共有 19 所大專院校會計系，及大陸中國海洋大學、東北
財經大學、湖南大學及暨南大學組隊參加，約計有會計學系學生、會計學者及技術
專家近 500 人與會，透過辯論方式，鼓勵會計系學子發揮實事求是的精神，並增進
各校交流。
(六) 10 月 15 日於城中校區游藝廣場展演廳舉行 105 學年度會計學系新生家長座談會，
本系有 8 位教師出席，學生家長有 34 位與會。會中謝永明主任先進行簡報，介紹學
系教學特色、學系資源、學生就業、升學及考取證照成績等。馬君梅前代理校長歡
迎家長及其子女加入東會大家庭。家長就選課、學習、進修問題與老師交換意見，
並於會後請教任課老師該子弟在學學習態度及成績表現，期能共同關心與鼓勵學生
學習，增進學習成效。中午家長用餐後，由本系助教帶領家長至推廣部前搭乘接駁
車至雙溪校區參與全校家長座談會。
(七) 配合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暨培訓創新推動計畫，
「培訓產業創新及發展」補助，
由中華國際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暨防弊協會主辦，會計學系協助宣導，於 10 月 23
日、11 月 20 日、11 月 27 日於本校舉行三天「智慧財產權與無形資產評價」之系列
課程。
(八) 本系協辦「2016 新世代會計發展學術研討會」
，於 10 月 28 日至 29 日由彰化師範大
學會計學系主辦。
(九) 會計學系 10 月份總計舉行七場專題演講，場次如下：
1. 10 月 5 日邀請台灣經濟新報教育訓練講師徐郁婷小姐蒞臨演講，講題為「TEJ 公
司治理數據資料庫之介紹與操作」。
2. 10 月 7 日邀請蔡俊明老師進行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企業經營哲學與風險管
理」。
3. 10 月 13 日邀請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會計與金融學院王杰教授蒞校進行專題演
講，演講題目為「大陸會計準則及稅制改革」。
4. 10 月 14 日邀請藍經堯老師進行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以財務面淺談經營管
理」。
5. 10 月 17 日邀請本校圖書館數位與系統組李季樺專員為碩專班同學進行圖書資源
利用指導。
6. 10 月 21 日邀請文化大學會計學系齊德彰教授進行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產業
環境與組織變革」。
7. 10 月 28 日邀請藍經堯老師進行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翻轉企業經營：以商業
模式來看企業經營及發展趨勢」。
(十) 協助專任教師提出本校學術獎勵申請。
(十一) 會計學系為招收具有潛力之學生，並配合本校招生組之招生政策，由本系專任教
師組成宣傳團隊，以積極主動方式進入各地高中進行宣傳。10 月分別前往以下二
所學校舉辦說明會：
1. 10 月 19 日鄭哲惠老師前往中和高中進行簡介。
2. 10 月 28 日楊孟萍老師前往南港高中進行簡介。
(十二) 會計學系系友電子報第 30 期出刊。
二、教務：
(一) 安排會計學各科期中考統一考試考場、座次、監考人員及通知命題等事宜。
(二) 安排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各課程上課時間。
(三) 修訂轉系作業要點及核定轉系最高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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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 105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招生名額 5 名。
三、學生事務：
(一) 辦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系各項自籌獎學金申請事宜。
(二) 本學年度學士班迎新宿營活動於 10 月 22 日至 23 日假苗栗騰龍溫泉山莊舉行。
四、佳訊：
(一) 本系辯論隊參加 10 月 15 日至 17 日於東吳大學舉行之「第 28 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
賽」榮獲團體組殿軍，會三 D 蘇漢賢同學獲個人獎第三名。
(二) 本系受邀參加 9 月 24 日「2016 第六屆資誠盃邀請賽」，榮獲男排亞軍。
企業管理學系
一、10 月 5 日舉辦《東吳企管財經講堂》第二季第一場次『「監理沙盒」是良藥還是安慰劑？
金融科技新浪潮的因應之道』由法商講座教授陳冲擔任主持人，邀請金管會代理主委黃
天牧、立法委員曾銘宗、理慈國際科技法律事務所創辦人蔡玉玲、中華開發創投董事長
劉紹樑、臺灣金融科技（股）公司董事長王可言，共同探討各國開始實施「監理沙盒」
（regulatory sandbox）以提供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科技創新業務的安全試驗作法與
台灣的因應之道。
二、10 月 7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之必選修科目表事宜。
三、10 月 14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議，審查專任教師升等案。
四、10 月 15 日舉辦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家長座談會，本系新生家長計有 30 位出席。
五、10 月 19 日「行銷與資訊管理」小組召開課程規劃小組會議，討論本系課程規劃事宜。
六、10 月 26 日「財務管理」與「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組」小組召開課程規劃小組會議，討
論本系課程規劃事宜。
七、碩士班「論文研討」課程辦理講座：
(一) 10 月 13 日邀請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陸洛教授主講「大學之道和
MBA 的學習規劃」。
(二) 10 月 27 日邀請光寶科技許周禮副總經理主講「MBA 之後的職場與人生決策 Things
I’ve Learned since MBA」。
八、辦理 105 學年度碩士暨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資格考核相關事宜：
(一) 函請論文指導教授提供資格考核書審委員名單，並訂於 11 月 11 日前回傳，以辦理
書審委員聘任事宜。
(二) 通知研究生資格考核申請截止日為 11 月 23 日。
九、辦理 106 學年度碩士甄試招生宣傳事宜：設計文宣品，規劃招生對象及彙整文宣品寄送
通訊資料。
十、協助 EMBA 聯誼會舉辦師生聯誼活動：10 月 22-23 日舉辦雲嘉南棕櫚湖二日遊，邀請師
長、碩專歷屆系友及眷屬共計 40 人參加。
十一、
10 月 15 日舉辦 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論文研習營，由本系吳吉政老師、賈凱傑
老師及尚榮安老師講授論文寫作圖表編輯、格式以及學術倫理等課題，計碩士在職專
班 30 人報名出席。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一、辦理經濟部國貿局「105 年度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
畫」，菲律賓實習計畫經費核銷結案暨成果報告送出事宜。
二、辦理教師研究獎勵申請事宜。
三、通知並協助教師教材上網事宜。
四、填具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05 年 10 期表冊需求數據及資料。
五、辦理教師休假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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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交 106 學年度轉系作業要點。
七、填具 106 學年度法、商學院各學系一年級學生至雙溪校區上課時間調查表。
八、辦理 106 年度教育部補助招收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申請事宜。
九、辦理 104 學年度校務計畫管考事宜。
十、辦理南山人壽獎學金申請審查事宜。
十一、
辦理綠色行銷企劃競賽宣傳事宜。
十二、
辦理 106 年高中營隊報名事宜。
十三、
辦理潘志奇教授紀念研討會邀請函寄發事宜。
十四、
辦理推動程式設計教學意見調查表事宜。
十五、
辦理美國東密西根大學(EMU)與東吳國貿系雙聯學制學分互抵檢視事宜。
十六、
10 月 14 日中午 12：00，假 2123 會議室，出席 AOL 教職員講習。
十七、
10 月 14 日下午 13：30，假 2127 商學院會議室，出席 AACSB 會議。
十八、
10 月 15 日上午 10：00，假遊藝廣場 2 樓，舉辦 105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
十九、
10 月 26 日中午 12:00，假喫茶趣餐廳，舉辦客座教授周永怡歡迎餐會。
二十、
10 月 6 日中午 12:10，假 2614 教室，出席 2016 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第一次
工作會議。
二十一、 10 月 7 日中午 12：00，假 2419 教室，陳金盛老師舉辦貿二 B 導生會。
二十二、 10 月 11 日 10:10~12:00，假 2524 教室，講題：服務貿易的進口-餐飲業的跨國輸入，
講員：三商行外食事業部總經理室吳東峯專案經理。
二十三、 10 月 18 日 19：00~21：00，假 2614 教室，講題：商業 4.0 與智慧物流，講員： 嘉
里大榮物流(股)公司路線事業處黃郁琮處長。
二十四、 10 月 3 日中午 12：00，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
委員會會議，議題內容如下：
(一) 審查 74 級系友工讀助學金事宜。
(二) 審查 2016 南山人壽大學學生獎學金事宜。
(三) 審查 105 學年度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獎學金事宜。
(四) 討論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辦法事宜。
二十五、 10 月 12 日中午 12：10，假 2227 會議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
議題內容如下：
(一) 確認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會議紀錄。
(二) 審查黃寶玉專任副教授升等專任教授案。
二十六、 10 月 18 日下午 13：00，假國貿系辦公室，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獎助學
金委員會會議，議題內容：審查昌盛教育基金會清寒助學金、游健昱清寒助學金、
郭滄海清寒助學金、蘇錦彬清寒助學金、侯門文教基金會獎學金、恩吉實業清寒助
學金事宜。
二十七、 10 月 18 日上午 9：00，假國貿系辦公室，貿金組老師討論 106 學年度新聘專任教師
相關事宜。
二十八、 10 月 20 日下午 3 時 30 分，假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B509 電腦教室，出席學術倫理
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平台使用說明會。
二十九、 10 月 25 日及 10 月 26 日出席商學院邀請 Dr. David Martin 進行 AACSB 預評活動。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一、 10 月 5 日前往永豐金控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企業參訪，由林忠機主任、吳政訓老師、李昀
霖助教，帶領學生 39 人共同參與。
二、 10 月 19 日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課程外審相關事宜、各學制各課程對應能力指標之權
重分配、以及是否增開「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相關課程等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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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 月 19 日舉辦學術演講暨獎助學金說明會，邀請德慎精算顧問公司詹志清精算師，主
講「區域經濟與年輕人的事業心」，另邀請德慎精算顧問公司陳瑩芝執行副總與詹精算
師，針對「德慎精算獎助學金辦法」內容變更共同說明。
四、 10 月 24 日舉辦產險精算認證考試說明會暨專題演講，邀請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章明純副總，主講「保險與金融科技」與「財產保險業精算人員考試宣導」。
五、 10 月 28 日召開「2017 財務工程與精算科學研討會暨碩士研究生論壇」籌備會議。
六、 本系與國泰世華銀行簽訂產學合作計畫，由國泰世華銀行提供實習機會，供大四應屆畢
業生於第二學期進行為期三個月的企業實習，並於 10 月 28 日舉辦「2017 國泰世華銀
行(CSP)實習計畫說明會」。
七、 10 月 28 日舉辦學術演講，邀請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黃福銘助理教授，主講「大
數據應用與 Spark 簡介」。
八、 德慎精算獎學金本系共 26 人次獲獎，總獎金為 179,300 元。
資訊管理學系
一、 10 月 15 日辦理 104 學年度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
二、 10 月 27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三、 10 月 6 日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陳三益-玉山銀行數位金融處資深經理，講題：行動
支付的個案解析。
四、 10 月 27 日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嚴國瑞-永豐銀行電子金融處平台發展部部長，講
題：數位金融實務。
五、 籌辦 106 年度學士班業界實習、碩士班專業實習。
六、 辦理 106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宣傳活動。
七、 4201 研討室會議桌椅更新。
八、 配合商學院辦理 AACSB 評鑑活動。
九、 填報 105 年度校庫資料庫。
十、 碩士班實驗室門禁系統更新。
十一、
架設虛擬伺服器環境。
十二、
報廢汰換機房舊設備。
商學進修學士班
一、本學年年級導師編聘，一年級導師為教授[經濟學]之張時應老師，二年級由兩學程必修
科目[統計學]魏智斌老師為導師，三年級會計學程由教授[高級會計學]曹瓊方老師為導
師，四年級工商學程則由教授[策略管理]張善智老師擔任，三、五年級工商學程則由徐
欣瑜助教為導師，四、五年級會計學程則由留欣如秘書為導師，延修生部分則請詹芳書
主任為導師，以利輔導。
二、10 月 15 日舉行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
三、10 月 19 日舉行本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
四、報送 105-1 課程外審審查意見回應表及具體改善計畫。
五、規劃大一普通測驗及大三 UCAN 活動，皆預計於 11 月實施。
六、持續與校友聯繫，籌備商學進修學士班成立系友協會相關事宜。
七、於上課時跑堂，請所有授課老師上傳授課教材於 Moodle 平台。
八、10 月 21~23 日參與 2016 國際大數據研討會，協助接待研討會外賓。
九、參與 AACSB 10 月 14 日教職員研習座談。
十、辦理其他事宜：學生畢業離校及休、退學手續、選課輔導、經費核銷、105 轉系要點及
名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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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十一月
一、院務行政
（一）規劃本院 106-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暨 106 學年度預算。
（二）辦理 105 年 10 月 22、23 日「2016 全球大數據國際會議」會前各項籌備作業，包括：
1. 撰擬採訪通知及新聞稿，請秘書室協助發送各大媒體。
2. 檢視、確認會議各場地及各項設施。
3. 聯繫活動捐款事宜。
4. 寄送會議海報告予各公私立大專校院之理、管、電機、資訊、商、醫等學院共計
240 份。
5. 製作感謝牌、感謝狀及紀念品分別致贈贊助廠商、與會貴賓及出席來賓。
6. 辦理工讀生加保作業及經費核銷。
（三）修訂 106 學年碩士班甄試、考試及碩專班簡章分則。
（四）製作 106 學年本學院各學制招生海報。
（五）完成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線上排班及確認陳核。
（六）辦理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自評作業。
（七）參加教育訓練：
1. 10/4 電算中心辦理之「製作數位教材著作權」。
2. 10/13 教資中心辦理之「網路時代的英語學習」。
3. 10/20 教務處辦理之「學術倫理平台」。
4. 10/20、10/27 電算中心辦理之「個人資料保護」。

二、教學與學生輔導
（一）填報 105 學年度「師生團體互動個別申請表」、「班級共同課程學系申請表」及「身
心適應調查合作意願表」。
（二）辦理 105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工讀生教育訓練、工讀生加保、設備測試、準備會
議資料等前置作業。
（三）撰擬「東吳大學課程外審課程結構規劃書」。
（四）辦理專題演講：
時間
105.10.1
09：10-12：00
105.10.1
10：00-12：00
105.10.8
09：10-12：00

地點
5614 教室

講者
王可言博士

講題
金融科技簡介

參與人數
25 人

5613 教室

李智顧問

物聯網簡介

10 人

5614 教室

龔榮發博士

24 人

105.10.8
10：00-12：00
105.10.12
18：30-20：30

5613 教室

李鎮宇博士

Business
Intelligent and
Analytic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台北智慧城

5211 會議室

張善政
榮譽院長

106 人

105.10.15
09：10-12：00
105.10.15

5614 教室

張書平博士

5613 教室

李鎮宇博士

我在行政院推動
大數據應用的經
驗與心得
行動運算新紀元巨量資料時代
Smart City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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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

26 人
9人

10：00-12：00
105.10.29
09：10-12：00

5614 教室

周保羅博士

城市
物聯網趨勢與創
新應用-I

25 人

三、學術交流與合作
（一）10 月 4 日本校與富邦金控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合約書，本院為主要推動單位。
本次合作案主題為雙方合作執行「巨量資料與科技金融」課程計畫，培育新一代數
位金融人才。當日並舉行簽約記者會，會中邀請富邦金控李相臣副總經理、本院張
善政榮譽院長及趙維良副校長進行「科技金融人才育成對談」，分享金融科技與人
才養成新趨勢。
（二）10 月 5 日許晉雄副院長代表本院至台灣金融總會擔任「金融科技計畫」評審委員。
主要協助各金控公司進行 Fintech base 輔導計畫。
（三）10 月 10 日，許晉雄副院長與林宏偉校友及鴻海資訊長討論雙方產學合作之可行性，
主題為科技業人才培育與實習計畫，會中並討論共同進行研究計畫，主題為智慧生
活。
（四）10 月 11 日，本院與中華 R 協會討論合辦「2016 Taiwan R 研討會」，以 R 為基礎，
討論各個不同領域之應用。該會議訂於 105 年 12 月 23 日在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舉行。研討會。
（五）本院於 10 月 22、23 日全球大數據國際會議期間，與各國與會貴賓討論不同面向的
合作，如：
1. 與 MIT 大學 Richard Wang 教授討論簽訂 MOU，主要合作項目為課程合作與研究
計畫。
2. 與 NUS 大學 Carter 教授與周正芳教授討論兩校學生的競賽交流。
3. 與復旦大學李銀勝教授討論兩校學院互邀學者交流。
（六）10 月 24 日許晉雄副院長與台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金傳春教授及理學院宋院
長討論醫療大數據之合作。經討論，可結合本校理學院微生物系教師組成研究團隊，
針對流行病議題進行相關研究。
（七）10 月 27 日許晉雄副院長受邀至內湖高中演講，主題為「大數據大思維」。聽眾為該
校師生，除演講外亦同時介紹本學院。會中與該校老師針對高中數學課綱進行討論，
希望能將大數據概念放入高中數學與資訊教材裡面。

四、辦理 105 年 10 月 22、23 日「2016 全球大數據國際會議」
（一）會前各項籌備作業：
1. 與委辦廠商聯合報(UDN)開會，溝通、協調各項會議細節。
2. 撰擬採訪通知及新聞稿，請秘書室協助發送各大媒體。
3. 檢視、確認會議各場地及各項設施。
4. 聯繫活動捐款事宜。
5. 寄送會議海報告予各公私立大專校院之理、管、電機、資訊、商、醫等學院共計
240 份。
6. 製作感謝牌、感謝狀及紀念品分別致贈贊助廠商、與會貴賓及出席來賓。
7. 申請科技部研討會補助。
（二）會後結案事宜
1. 辦理經費核銷。
2. 發送研討會參與者感謝函及活動照片。
3. 於研討會網站公告經演講者同意公開之演講資料。
4. 召開院內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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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十一月
第一組
1.

於 105 年 10 月 26 日召開校教評會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審議教師聘任、延長
服務、採計私人機構年資、修訂法規核備案等。

2.

於 105 年 10 月 12 日召開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任務小組第三次會議，會中針對教學、研
究、服務及輔導等項目之校訂基本標準草案進行討論。

3.

於 105 年 10 月 19 日舉辦 105 學年度定期健康檢查，本次應檢查總人數為 120 人，實際
到校受檢者共有 73 人，到檢率 61%，並於 11 月 9 日發送檢查報告。

4.

受理教師休假申請作業，共有 31 名專任教師提出申請。

5.

為符合實際作業之需，修訂「東吳大學辦理教師證書查核表」及「新聘專任教師人事資
料填寫須知」。

6.

完成填報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統計處、師資質量考核相關作業。

7.

籌辦 U9 聯盟人事交流會議。

8.

持續辦理專任職員、助教、計畫人員及兼任輔導員聘任作業。

9.

持續辦理教師校外兼課徵詢及兼任教師資格審查作業。

10. 辦理工友加班費、校安人員值勤費及教職員差旅費審核作業。
第二組
1.

教職員工 105 年 11 月份薪資已作業完成，並已於 11 月 5 日發放。另產學合作等計畫專
任助理 10 月份人事費已於 10 月 25 日發放，其他計畫人員 105 年 9 月人事費亦已於 105
年 10 月 25 日發放。

2.

辦理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4 週及第 5~8 週專、兼任教師之鐘點費（含超鐘點）
，分別於
10 月 31 日及 11 月 5 日發放。

3.

辦理教職員工公保、勞保、健保、團保等相關異動作業。

4.

辦理工讀生及學生兼任助理勞保、勞退金及職災保險異動作業，並核算 105 年 10 月份個
人應繳之保費及各單位應負擔之勞保費及勞退金。

5.

製發 105 年 9 月份研究計畫各項保費分擔表及補充保費核定表。

6.

辦理各類保險（含公保、勞保、健保、補充保費、團保）及退休金（含編制內退撫儲金、
工友退休準備金、非編制內人員勞退金）之繳費核銷作業。

7.

辦理公保、勞保、團保等各項保險給付申請，以及退休人員 105 年 10 月公保超額年金核
發作業。

8.

105 學年學術暨行政主管知行營已完成行程安排第一階段簽准及完成飯店會議住宿場地
之採購、付訂程序。同時發函調查主管出席狀況，統計結果將做後續訂車、餐食之依據。

9.

本月份辦理二場員工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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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進人員教育訓練—因 9 月颱風而延期至本月辦理。邀請王淑芳主任秘書專題演講
「把敬業當成一種習慣」，給予新進同仁對未來工作的正確態度及激勵動力，並由
獲選 104 學年傑出職工之 4 位同仁（高應欽、謝蕎卉、相庚祥、張嘉珮）分享其工
作上的經驗、態度及處理事情的邏輯，讓同仁能從中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工作方式，
以增加行政效率。現場共有 65 人出席。
（2）職場安全教育訓練—邀請姚淑文主任主講「職場風險評估與安全防護策略」。就校
園內常見之潛藏危機，以實例喚起同仁對環境的觀察及注意。出席人數計有 32 人。
10. 為進行職工訓練之整體規劃，辦理「教育訓練集思廣義討論會」
，邀集全校各二級單位主
管，交換意見凝聚共識，並請大家於會後提供各自單位所需之訓練課程名稱、對象及必
要性，以做為規劃依據。
11. 函請各單位推薦 105 年服務傑出職工，本次計有 4 名主管、9 名行政同仁、1 名工友獲主
管推薦，相關推薦資料將送職工評審委員會評選。
12. 本校同仁響應聯合勸募協會「一日捐」活動登記截止，共有 51 人參與，合計捐款共 82,500
元，已協助於 10/25 計畫人員薪資及 11/5 例行薪資中扣得。
13. 已核定 104 學年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獎勵金發放金額，並已函知各獎勵學系及所屬學院，
提醒後續相關核銷工作應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
14. 協助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發放教師節「敬師卡」及結案報稅、經費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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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十一月
第一組
一、本校105年9月份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及人事費明細表，於105年10月14日函送教育部
核備並於會計室網頁公告。
二、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及北一區區域中心計畫105年10月份經費執行情形表，於105年11月2
日陳副校長核閱。
三、本校105年9月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得明細資料會計科目分析表及研究計畫給付薪資所
得明細資料，於105年11月3日送人事室酌參。
四、105年10月份傳票編製共計1,881張。
五、本校104學年度決算書及董事會決算補充報告，於105年10月31日陳校長及董事長核定並
送董事會審議。
六、完成填報教育部「大專校院定期公務統計報表」。
七、教育部於105年11月1日蒞校進行教學卓越計畫實地考評，抽查104年度及105年1至6月該
計畫之財務收支情形，經整理並提供計畫原始憑證冊備查。
八、覆台北國稅局查核本校102學年度結算申報，於105年10月31日提供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林綉鳳女士捐款之「帳載紀錄明細表」。
九、完成編製產學合作計畫及補助案經費收支明細表如下：
收支明細表送計
序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畫主持人覆核日
號
期
科技部之「東西方哲學之宗教向度：存有學、主體論與
1
哲學系
詮釋學－「敘事神學」
：當代西方詮釋學的宗教向度研究」 105年10月12日
計畫
2
政治系
科技部之「政治知識的實驗與測量」計畫
105年10月18日
3
政治系
教育部之「中華文明現代化研究與創意中心籌備」計畫 105年10月27日
科技部之「歐盟國家身心障礙政策比較分析：以英國、
4
社會系
105年10月21日
荷蘭、德國的個人預算制為例」計畫
數學系
科技部之「以天然災害為情境脈絡之數學建模的授業研
5
105年10月18日
究」計畫
科技部之「運用台指選擇權交易資料實證隱含波動率偏
6
數學系
105年10月18日
斜現象之研究與應用」計畫
7
數學系
科技部之「數值域產生的非原本龐賽列曲線」計畫
105年11月3日
科技部之「雷射與奈米材料之高速動力學及非線性光學
8
物理系
105年11月3日
效應之研究」計畫
科技部之「建構配位聚合物的變因探討及固態結構轉變
9
化學系
105年10月18日
分析」計畫
科技部之「複合金屬聚合物應用於醣類及氣體在試紙上
10 化學系
105年10月18日
之製備及感測」計畫
科技部之「新穎金屬有機骨架材料合成、分析及應用－
11 化學系
105年11月3日
新穎金屬有機骨架材料合成、分析及應用」計畫
12 化學系
科技部之「有機非線性光學材料之計算設計」計畫
105年11月3日
科技部之「微流高分子整體管柱液相層析結合串連質譜
13 化學系
105年11月3日
儀於小分子檢測技術開發」計畫
14 微生物系 科技部之「腸炎弧菌抗過氧化物因子的特性、調控、壓 105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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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執行單位

15

微生物系

16

微生物系

17

法律系

18

法律系

19

企管系

20

企管系

21

企管系

22

企管系

23

企管系

24

會計系

25

會計系

26

會計系

27

經濟系

28

經濟系

29

資管系

30

資管系

31

資管系

32

資管系

33

資管系

34

資管系

35

資管系

36

資管系

計畫名稱
力耐受性與基因變異關係之研究」計畫
科技部之綠色海水養殖環境微生物製劑之開發與應用－
綠色海水養殖環境微生物製劑之開發與應用(1/3)」計畫
科技部之「磺胺類抗生素生物處理與微生物菌群變化之
研究」計畫
科技部之「我國食品安全法制之完善 - 以檢視食安風險
規範與業者自主管理法制出發」計畫
科技部之「因應智慧電動車推動政策之充電站設置相關
法規分析」計畫
科技部之「外部董事資本對跨國企業績效之影響：國際
化廣度與深度之策略性配適」計畫
科技部之「十字型市場的空間差別定價 － Bertrand 與
Cournot」計畫
科技部之「疆界管理、隱私顧慮、與社交網路使用者的
區隔與自我揭露行為」計畫
科技部之「董事多樣性對創新績效之影響:以新產品宣告
為例」計畫
科技部之「開放媒體創新研究」計畫
科技部之「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S&P Capital IQ
Research Insight 企業財務分析」資料庫專案」計畫
科技部之「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 Datastream 財經
資訊」資料庫專案」計畫
科技部之「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臺灣經濟新報」資
料庫專案」計畫
科技部之「兩性平等與數學表現差異」計畫
科技部之「社會地位追求行為與總體經濟政策：一個現
金付現的分析模型」計畫
科技部之「使用者使用社群網站慣性之前因與後果」計
畫結
科技部之「結合腦波感知技術之個人化學習機制對學習
情緒、學習成就及學習行為之影響」計畫
科技部之「非同步隨意網路之連續法團式省電多媒體群
播協定製作」計畫
科技部之「以幾何約束求解擴充二度空間緊緻區域」計
畫
科技部之「雲端平台上自動化資料移轉工具之設計與應
用」計畫
科技部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博士後研究」計畫整
科技部之「整合巨觀與微觀知識工程技術之同儕互評無
所不在學習系統之建置、應用與成效分析」計畫
科技部之「以體驗型商品與搜索品評論為基礎之不同世
代競爭情報探勘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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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明細表送計
畫主持人覆核日
期
105年10月18日
105年11月3日
105年10月18日
105年10月18日
105年10月18日
105年10月18日
105年10月28日
105年10月26日
105年10月25日
105年11月4日
105年11月4日
105年11月4日
105年9月26日
105年10月12日
105年10月12日
105年10月12日
105年10月12日
105年10月12日
105年10月18日
105年10月18日
105年10月21日
105年10月21日

收支明細表送計
畫主持人覆核日
期

序
號

執行單位

37

資管系

科技部之「行動購物之消費者行為探討--以行動商城與
適地性行動購物APP為例」計畫

105年10月26日

38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系

科技部之「雲端服務環境為基礎之頻繁樣式探勘方法研
究」計畫

105年10月21日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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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一、完成105學年度預算資料「私立大專校院財務資料庫平臺」上傳作業。
二、完成105年9月份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執行狀況表，並送研究發展
處。
三、完成105學年度9月份計畫預算執行表，並發送各計畫單位。
四、完成105年9月份固定及非固定薪資所得扣繳申報。
五、提供9月所得類別50申報金額統計報表予人事室，以利辦理申報學校應負擔之補充保費
計算。
六、配合校外機構各類型補助案納入校發計畫規定，105年10月份申請新增及異動之計畫如
下：
編號 單位
單位名稱
子策略編號
子策略名稱
代碼
01
4500
推廣部
105-D-02-4500-4-01
推廣教育
02

4002

03

0710

04

2811

05

2811

06

4101

07

0706

08

0706

09

1002

10

3500

體育活動
組
健康暨諮
商中心
讀者服務
組
讀者服務
組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學位學程
學生住宿
中心
學生住宿
中心
營繕組

105-B-01-4002-5-01

健體方案

105-B-01-0710-5-06

健體方案

105-D-03-2811-5-02

提升教研、行政資源

105-D-03-2811-5-02

提升教研、行政資源

105-C-01-4101-5-10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及
招生

105-D-03-0706-4-02

提升營隊服務品質

105-D-03-0706-5-08

提升教研、行政資源

105-D-05-1002-2-01

建構綠化節能之安全校園

華語教學
中心

105-C-03-3500-4-02

推動華語文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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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十一月
【圖書館】
一、科技部為提升國外學術研究產出之參考時效性，特別提供全球最大博碩士論文資料庫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A&I (PQDT A&I) - ProQuest 美加博碩士論文索引資料庫
予國內所有學術研究單位參考。漢珍數位圖書公司舉辦 2016「誰是論文推薦王？！大獎
等你拿！」活動，本校師生參與未購置之論文推薦活動，參與人次為全國第三名，獲得
誠品禮卷兩千元，活動禮卷將做為讀者服務組舉辦推廣活動時之贈品。
二、10 月 11 日(二)105 學年度本校校史研究委員會執行長蔣武雄教授與本館討論「校史校史
室空間擴建計畫」相關事宜。
三、10 月 17 日(一)召開本學年度第 5 次主管會議，討論「東吳大學圖書館提供捐款人士使用
圖書館辦法」與「東吳大學圖書館書籍資料捐贈/受贈/交換處理辦法」修訂案、「105 學
年度第 1 學期內部控制制度修訂案」、天下影音資料庫及校史紀要系統等事宜。
四、10 月 19 日(三)電算中心同仁與律師及資安顧問至館進行「個資內部稽核作業」實地訪談
及審查。
五、10 月 27 日(四)召開本學年度第 1 次館務會議，進行票選 105 學年度「圖書館人員職務輪
調審議委員會」五名委員代表、讀者服務組專題報告及同仁進修報告分享等事宜。
六、10 月 31 日(一)召開本學年度第 6 次主管會議，規劃及討論「2016 年圖書館週」活動等
事宜。
七、完成第 42 期圖書館館訊電子報發行及核銷本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辦公費。
八、依據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五十四屆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本校圖書
館承辦 105-106 年度圖書館館員實務座談會，分享主題為「大學聯盟與圖書館」，已於
10 月 4 日(二)下午邀請全國大學校院圖書館同道與會參與分享，成果報告已完成，並傳
送該委員會。
九、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系統商宏思公司交付「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搜尋引擎升級
暨系統整合」專案測試文件，後續期程規劃如下：
時間
項目
10/21~11/04
東吳圖書館測試
11/07~11/10
宏思測試後的問題調整
11/11~11/15
東吳_問題調整後驗證
11/16~11/30
辦理正式驗收
十、擬於 105 年 12 月 9 日(五)辦理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 104-105 年度
計畫第三次夥伴校會議。
十一、
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館際合作統計
項
目
時
間
數
量
網頁瀏覽人次
98 年 10 月 8 日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
424 萬 2,390 人次
聯合目錄(匯入)
98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
746 萬 7,986 筆
104-105 年度計畫
(13 校)
圖書代借代還
104 年 11 月 16 日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
總處理量：30,014 件
線上申請
104-105 年度計畫
(15 校)
館際借書證
104 年 8 月 1 日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
總處理件：5,870 人次
進館量/20 人次
105 年 9 月 1 日至 105 年 9 月 30 日當月小計
借書量/13 本
北一區館合證
(臺大圖書館提供)
進館量/4,124 人次
100 年 10 月 12 日至 105 年 9 月 30 日累計
借書量/3,945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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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協助夥伴學校館員及讀者排解相關問題統計（統計期間：105.10.1-105.10.31）
類
型
件數
9
系統服務
13
館員服務
5
讀者服務
5
聯合目錄
1
貨運服務
33
合
計

【技術服務組】
一、組務：
(一) 回覆 Concert2017 年資料庫訂購調查確認函。
(二) 回覆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DDC)2017 年會員參加聯盟同意書。
(三) 完成 2016 年西文期刊第三次到刊查驗。
(四) 參與採購保管組人事會計總務系統內部討論。
(五) 參與館內志工說明會。
(六) 參與個資訪談。
二、採編有關業務：
(一) 105 學年度圖書館統籌經費執行進度(截至 105.10.27)：
經常門 17,000,000 元，支用 4,345,972 元，執行率 25.56%。
資本門 33,260,000 元，支用 17,131,227 元，執行率 51.50%。
(二) 發送 9 月份圖書經費支用報表，並通知學系儘速於本月底達成圖書薦購規定額度。
(三) 2017 年 ACS 電子期刊於 105.10.27 限制性招標案。
(四) 105 教卓計畫購書全數移送讀者服務組。
三、 例行業務統計（統計日期 105/09/30-105/10/26）
(一) 購案核銷與採編維護
購案
核銷
77 件
26 件
系統訂購檔
購書移送
贈書移送
1,790 冊
1,273 筆
791 冊
期刊編目
期刊驗收
期刊催缺
94 筆
338 筆
87 筆
(二) 其他業務處理統計
項目

數量

教師新書公告

4 件

贈書處理（公文、謝函/贈書清冊）
學報寄送處理（含加工、打包）

公文 2 份
謝函/清冊 1 件
603 本

【讀者服務組】
一、 城區分館第一閱覽室工程無法於期中考前完成啟用，考量學生期中考閱讀需求，城區分
館 24 小時開放地點移至第二閱覽室，感謝總務處與校安中心協助城中校區相關維安事宜，
亦特別感謝總務處此段期間積極進行第一閱覽室工程初驗並監督缺失改善。
二、 考量全校師生安全，已於今年暑假將超出樓地板承重安全之西文參考書架拆遷至大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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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中西文參考書整合於同一樓層，方便師生研究使用；其後「建置漫讀區系統書櫃」
以釋放寬敞明亮安全無虞的空間予師生，已完成 23,052 冊漫畫挪移作業，其中英文 1,034
冊、日文 3,140 冊、法文 219 冊及德文 61 冊，多語種漫畫可提供教師作為語言翻譯、比
較文化等課程使用。
三、 舉辦教學卓越計劃 Open to the world 系列活動如次：
（1）「伊斯蘭世界冒險」專題演講於 10 月 5 日（三）舉辦，現場反應熱烈，總參加人
次 93 人，滿意度問卷分析 KPI 達 4.43。
（2）「勇敢做夢吧！吳沁婕的白日夢冒險」專題演講於 10 月 26 日（三）舉辦，報名
人數達 250 人，盛況空前。
四、 10 月 25 日（二）舉辦圖書館志工營，說明各組業務並導覽館內環境；籌備 11 月 14 日
（一）至 28 日（一）臺灣圖書館行動展覽館活動；籌備 12 月份圖書館週活動。
五、 配合辦理個資內部稽核作業。
六、 配合進行「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總考評實地訪視」相關作業暨世界知識書展布
展宣傳事宜。
七、 配合校史指導小組需求，提供校史室文物清單、相關報導文章、專書、照片與影片等資
料。配合秘書室、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教學科技推廣組、東吳大學校友總會，提
供楊其銑前校長照片與相關資料。
八、 讀者服務組各項業務月統計資料：
(一)讀者服務組各項業務月統計資料（整合兩校區數據）：
借書、還書、續借、預約等(含非書資料)統計資料每學期陳報一次。

新收
新收
新收非書資
淘汰處理 圖書修護
參考諮詢
(冊/件) 、裝訂(冊)
中文書(冊) 西文書(冊)
料(件)
2,703

799

41

總館調借 分館調借 長期借閱
分館(冊/件) 總館(冊/件) (設定冊數)
436

1,023

95

學生離校
(休退畢)

教職員
離職

223

11

54

團映室
使用人次

會議室
借用次數

校史室
參觀人次

275

6

140

2,167

0

指定用書 學位論文
(使用册次)
收件
672

9

館合申請件 圖書館 研究小間
處理
進館人次 使用人次
本校 74,849
校外 875

244

導覽場次 館舍維修
4場
73 人

4

證件核發

40

61

賠書處理

代收款

賠書:6
賠款:0

253 筆
47,747 元

研討室
使用人次
2,200
期刊裝訂
122

(二)北一區圖書資源月服務量統計：
代借代還
申請件
539

受理件
318

虛擬借書證
東吳借他館證
他館借東吳證
93 人次
5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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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與系統組】
一、進行各資訊系統維護事項，進行 10 月份讀者檔轉檔作業。
二、辦理工讀生相關勞保之加/退保、工讀時數線上登錄等相關事項。
三、配合電算中心至圖書館進行「個資內部稽核作業」(10/19)。
四、辦理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執行單位自評作業。
五、辦理 102、103 及 104 學年度，學系採購圖書之流通紀錄，及學院採購資料庫的使用統計
作業。
六、辦理電子期刊管理系統新年度維護請購案。
七、進行端木校長文書檔案整理作業，簡易目錄建檔部分。
八、支援「北一區大學聯盟與圖書館」會議(10/4)。
九、發送資料庫 Datastream 資料庫 (升級版)資訊至商學院各學系教師信箱。
十、支援讀者服務組辦理館藏演講活動，及申請城中校區第一閱覽室網路 IP，計新增 5 個。
十一、
十月份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課程計 19 場，計 399 人次參加。
（一）中正圖書館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社會系電子資源介紹/社會三
2016/10/5
9:00~10:00
32
2016/10/5
13:30~15:20 心理系電子資源介紹/心碩一
28
2016/10/5
15:30~17:00 社工系電子資源介紹/社工一 B
56
2016/10/6
08:30~10:00 政治系電子資源介紹/政三
32
2016/10/6
10:00~12:00 社工系電子資源介紹/社工一 B
21
2016/10/6
14:30~15:30 常用中文電子資源介紹
4
2016/10/12
10:00~11:00 電子書、電子雜誌與語言學習教材介紹
3
2016/10/13
15:00~17:00 Turnitin 教育訓練(雙溪)
8
2016/10/19
13:30~15:20 EndNote 書目工具與資源介紹/心理碩一
29
2016/10/24
14:00~15:30 社工系電子資源介紹/社工二
22
2016/10/26
13:30~15:20 社工系電子資源介紹/社工一 A
24
（二）城區分館
日期
時間
內容
人次
2016/10/1
13:00-15:00 WestlawNext 利用講習 (法碩專一)
27
2016/10/4
13:30-15:30 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講習(法碩一)
8
2016/10/4
16:00-17:30 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講習(法二)
50
2016/10/5
10:00-12:00 TEJ 利用講習 (會碩一)
19
2016/10/12
14:30~15:30 中文期刊文獻資源蒐集
1
2016/10/17
18:30-20:00 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講習(會碩專一)
32
2016/10/18
14:30~15:30 常用西文期刊文獻資源蒐集
1
2016/10/25
14:30~15:30 常用電子雜誌、電子書介紹
2
十二、
業務統計
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單位
數量
電子資源
[電子期刊]修正電子期刊管理系統之電子期刊
種
13
連結網址。
[資料庫]更新 Aremos 單機版、Compustat 資料
個
3
庫網路版及 Datastream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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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類型

作業內容

[資料庫試用]
經典人文學刊庫、古今圖書集成資料庫、JSTOR
四個 Collection、Medici.tv 麥迪西 TV《現場直
播音樂會》、四庫系列數據庫、ORBIS Bank
Focus
審核(退件、申請變更、新增帳號、使用諮詢及
紙本論文授權異動狀況)
書目資料由學位論文系統轉出 ISO 2709 格式
博碩士學位
論文系統上傳相關問題諮詢
論文
郵寄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國家圖書館
書目與論文全文資料上傳至機構典藏系統計 47
筆。電子檔案權限異動計 47 筆。
電子資源
資料庫、電子書、電子期刊等圖書館利用指引
推廣教育
課程
更新本館網頁：首頁動態 banner、館務紀要與
網頁建置
業務執掌、利用講習、各項統計資訊等。
與維護
書評審核(21)
圖書館
客服問題(3)
自動化
WebPAC 維護-書影圖檔(146)
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3)
軟體更新、安裝及檢測(26)
印表機(1)、掃描器(1)
電腦維護
主機及周邊設備(4)
機房管理(0)
網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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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種

數量

6

10
件

127
4
133
47

場次
人次

19
399

件

8

件

170

件

36

教學資源中心
十一月
【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
(一)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系整合型教學精進補助計畫開始申請，申請截止日期為 11
月 23 日，申請注意事項已函知各申請單位。教師個人自選主題型計畫採隨到隨審
制，刻正協助有意申請計畫之教師開通個人帳號及申請資料填報相關事宜。
(二)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專業社群補助計畫開始申請，申請截止日期為 11 月 30 日，
申請注意事項已函知各申請單位。
二、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北一區與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於 11 月 12 日假華山 1914 文化產業創意園區共同
舉辦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北區成果聯展活動，主題訂為「第 3 期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北區成果聯展–教學卓越 10 進位」，相關廣告宣傳品、邀請函已
寄發，活動主題網站 http://n2.aca.ntu.edu.tw/N2/10year/亦已建置完成，刻正
進行展版資料之校對。
(二)完成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 3 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
畫」總考評報告書彙整報部。
【學生學習資源組】
一、辦理教學卓越相關事務
(一) 教育部於 105 年 11 月 1 日蒞校進行「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總考評實地考
評(含經費查核)，已圓滿結束。
(二) 於 105 年 11 月 12 日假華山 1914 文化創意園區中 4A 紅酒作業場，參與北一區舉辦
之「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北區成果聯展-教學卓越 10 進位」。
(三) 10 月 14 日至中原大學參與中原大學舉辦之第三期教學卓越計畫「發揮師生潛力、
創造教育永續價值」成果發表暨研討會。
(四)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 10 月共上傳計畫相關最新消息 10 則、成果 13
則。
(五) 截至 11 月 7 日東吳教學卓越計畫網站瀏覽人次達 3,881,621 人次，最新消息與成果
分享訊息分別為 1,564 則、651 則。
(六) 「東吳教卓 fb」上傳最新消息 11 則與成果分享訊息 14 則，截止 11 月 3 日粉絲專
頁按讚總數達 1,018 人次。
二、隨堂教學助理
(一) 10 月 20、21 日於兩校區辦理「魅力自信表達-TEDx 講師讓你發揮影響力」講座，共
計 113 人參與，整體講座滿意度達 92%。
(二) 隨堂教學助理成效滿意度問卷施測期間，預計自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2 日止。
三、語文學習
(一)多國語言學習角 10 月份參與人次共 337 人次。
(二)英文 E-Mail 批改 10 月份批改 3 篇文章。
(三)辦理語言學習及國際觀系列演講，第一場「網路時代的英語學習」已於 10 月 12 日、
13 日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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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務資料分析中心相關事務
教育部於 105 年 11 月 10 日核定補助本校 105 學年度「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新
台幣 200 萬元。
五、其他
(一)10 月份各空間累計使用人次統計：城中校區 5615 室 325 人次；雙溪校區 D509 室 645
人次、R210 Lounge 室 326 人次、R210 電腦共 1,418 人次。
(二)10 月份各空間場地滿意度：城中校區 5615 室滿意度 99.1%；雙溪校區 D509 室滿意
度 99%、R210 Lounge 室滿意度 97.4%。
(三)起飛計畫業經教育部核定經費共計 240 萬，起飛計畫教學助理因經費刪減，預計補
助至本學期止，105 學年第 2 學期將不再補助。
【教學科技推廣組】
一、 建立全方位數位教材製作服務方案
(一)教學資源器材借用：外借使用 29 人次、借用數量(含配件) 250 件。
(二)D0507 數位教學實驗室：錄製影片共 61 支、使用時數 24 小時。
二、 推廣數位學習應用方案
「東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目前有 753 位教師已上傳教材，師生
共 15,062 人已上線使用；自 9 月 12 日起至 11 月 7 日止，平台上線人次共 87,571 人，
瀏覽量達 2,253,638 人次；Moodle 諮詢共 40 案。
三、 維護數位教學與行政系統
網站/平台/系統

作業說明

影音資訊站系統

1. 影音資訊站系統 10/12~11/7 申請統計
共計 42 件。
2. 10 月 7 日城中電視牆連線異常處理。

EXALEAD 巨量系統

1. EXALEAD 第一期教務專案
(1)新學年資料更新作業進行中。
(2)利用總成績預警模組找尋退學線可
能切入點。
2.EXALEAD 第二期學務、社資資訊智能專案
(1)健諮模組已開發完成 debug，預計
於 11 月中與使用者進行討論。
(2)UCAN 模組已開發完成，準備進行
debug。
(3)德育 SPEC v0.0.2 已撰寫完成，準
備進行開發。
(4)撰寫群育與捐款系統的 SPEC。
3.11/7 前往城中將兩台 EXALEAD 新主機安
裝上架。

北一區管考平台

處理北一區管考平台丁表權限。

黑快馬網站平台

系統平台持續更新。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1.10/4 法律系 Moodle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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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平台/系統

作業說明
2.10/13 政治系 Moodle 介紹
3.10/11 教務處 AP Moodle，依課務組要求
進行關機。
4.10/13 於晚間 10:30~11:00 進行 Moodle
Linux 主機進行安全性更新作業。
5.10/28 前往城中機房，開始 V5020 設備之
季保養。
6.11/2 凌晨 4:00~7:00 Moodle 停機進行教
材主機 VM 轉移至新主機作業。
7.Moodle 程式修改(gzip 提高讀取速度)。

四、 遠距視訊庶務
(九) 9 月 29 日城中 5216 遠距教室音響設備改善。
(十) 10 月 4 日城中 5213 遠距教室音響設備改善。
(十一) 10 月 6 日移動式遠距設備架設與測試_姚明同學會。
(十二) 10 月 13 日雙溪 R0101 普仁堂設備教學_日文系。
(十三) 10 月 18 日城中 5216 遠距教室電控改善作業。
(十四) 10 月 25 日馬前總統演講活動轉播。
五、 遠距教學
(五) 10 月 3 日支援與北市大遠距連線課程。
(六) 10 月 4 日支援淡江遠距連線課程。
(七) 10 月 6 日協助社工系測試遠距連線。
(八) 10 月 13 日協助社工系測試遠距連線。
(九) 10 月 25 日支援馬前總統講座。
六、 未來先進教室
(一) 10 月 19 日 R0205 設備教學_日文系。
(二) 10 月 21 日 R0205 無線投影設備測試。
七、 其他行政業務
(一) 校務資料匯入平台程式更新。
(二) 10 月 19 日 D507 環控設備調整。
(三) 主機代管之 Linux 主機進行安全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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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中心
十一月
一、 配合執行北一區摩課師計畫，本中心鄭副主任持續進行華語教學影片錄製相關作業。
二、 本中心現正與韓國釜山大學接洽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 月之四週華語研習團相關作
業事宜，目前該團報名人數確定達 25 人，本中心已向總務處採保組保留東桂、東荊床
位，並依對方需求安排規劃課程，同時將安排華語小老師協助進行主題式語言交流。
三、 為建立華語分級制度，協助華語學生適性學習，將委請中心兩位華語教師協助編整華語
分級聽說讀寫的題庫，預計將於 11 月底完成。
四、 楓雅學苑宿舍幹部於 10 月 23 日舉辦「動物楓城市」活動，帶領住宿生至木柵動物園並
搭乘貓空纜車，讓住宿生更加了解台灣的美。共計有 20 名學生參加，參加同學均對活
動給予高度肯定。
五、 為讓交換學生有更多機會可以認識台灣在地文化與了解台灣歷史，華語小老師志工團隊
規劃於 11 月 19 日帶領境外學生至淡水遊古蹟，過程中亦將由小老師解說淡水紅毛城等
相關的歷史，並安排於老街進行華語相關活動，目前計有 19 位學生報名。
六、 往年均於春季舉辦之華語成果發表會，考量修讀華語課程之交換學生多為交換一學期，
僅於春季舉辦，秋季來交換的學生較無練習的機會，故預計於 11 月 22 日舉辦秋季班華
語成果發表會。
七、 中文系碩士班陸生學位生李生違反宿舍規定，已安排執行宿舍義務服務，以為懲處，惟
李生似有特殊身心狀況，將持續與兩岸中心暨健諮中心保持連續，協助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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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
十一月
一、校務行政業務說明
(一) 持續進行校務行政系統手機相容性檢測。
(二) 持續進行東吳大學 APP 系統界接 API 開發與測試。
(三) 持續進行學生學分數錯誤報表之學分數限制程式修訂。
(四) 持續進行 106 招生系統相關程式修訂。
(五) 完成東吳重要校聞郵件發送程式，並提供秘書室使用。
(六) 協助完成東吳大學各項需進行直播之會議與課程。
(七) 持續進行電子化校園系統虛擬化網路基礎架構建置。
(八) 持續進行強化電子化校園及校務行政系統備份機制（硬體建置已完成）。
(九) 協助處理 APP 相關問題與協助各單位解決公文相關問題。
(十) 持續進行人會總採購系統開發訪談相關事務。
(十一) 完成人會總開發測試環境建置。
(十二) 完成公文系統副本與附件觀看權限問題修正。
(十三) 完成東吳大學教育版 gmail 申請與審核自動化作業。
(十四) 持續進行 OS/2 舊教務系統改版- (教務處系統-學籍系統-新生、轉學生入
學作業，學號編列)。
(十五) 持續進行 OS/2 舊教務系統改版- (教務處系統-課務系統)。
二、全校網路設備與相關系統說明
(一) 完成網路交換器開標。
(二) 完成垃圾郵件防禦系統更新工程。
(三) 進行入侵偵測防禦系統、防火牆暨內網防禦系統及北一區防火牆維護請
購。
(四) 進行全校對外 FTTB 網路線路請購。
(五) 進行校務行政系統防火牆新購相關測試。
(六) 進行英文單位網站改版升級。
(七) 完成認證閘道器驗收。
(八) 完成 www 各單位新版中文單位網站轉址連結更新。
三、教職員生服務事項說明
(一) 完成 104 學年度畢業退學生帳號刪除通知信發送。
(二) 完成行政一二級單位個資內部稽核作業。
(三) 10 月 4 日邀請經濟部智慧財產權服務團李佩昌律師到校演講-著作權法及
相關案例介紹，教職員生共計 73 名報名參加。
(四) 電算中心於 10 月 13 日及 10 月 20 日辦理行政人員個人資料保護教育訓
練，兩場次教職員共計 121 人參加。
四、協助校內其他單位說明
(一) 完成普仁堂、戴氏基金會、崇基樓 B1 第一閱覽室新增網點及測試。
(二) 完成配合嚴家淦法學講座、體育室姚明見面會網路直播建置支援、現場
待命及流量監測。
(三) 完成配合教學科技推廣組、營繕組、軍訓室、註冊課務組及 EMBA 碩專
班申請修改防火牆。
(四) 完成配合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考試申請，修改骨幹交換器。
(五) 完成配合營繕組、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圖書館及富蘭克林金融
科技開發中心申請，修改 IP 管理系統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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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完成協同總務處驗收第四大樓 1-2 樓整修工程驗收。
(七) 完成商學院 EMBA 虛擬主機代管主機架設。
五、詳細電算中心業務報告請至下列網址查閱：http://www.scu.edu.tw/cc/ →[工作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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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十一月
【體育教學組】
一、11 月 2 日召開第 1 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會中修訂「東吳大學體育室課程委員會設
置辦法」及討論 105 學年第 2 學期排課原則；預訂 11 月 16 日召開第 2 次「體育室課程
委員會」審查 105 學年度第 2 期體育課程表及 106 學年度體育課程。
二、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教材上網，本單位達成率已達百分之 95 以上，本室以達成 100%為
最終目標。
三、本校「運動核心能力檢定」於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4 日全部施測完畢，實測人數 5,816，
預定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6 日「體適能加強班」開始上課，輔導參加學生提升個人體適
能。
四、大專體總邀請本校共同主辦「105 年度體適能教學研習會-基礎肌筋膜功能解剖與動作應
用證照研習」
，第一場：105 年 11 月 26-27 日（星期六、日）於東吳大學城中校區舉行，
報名至 105 年 11 月 21 日止。
【體育活動組】
一、105 年度教職工桌球聯誼賽訂於 105 年 11 月 19 日（六）於外雙溪校區體育館進行，歡
迎師長踴躍報名參加。
二、九校聯盟路跑賽於 105 年 10 月 22 日早上 9：00 在淡水漁人碼頭進行，本校參與優九聯
盟路跑賽師生共 1074 人參與，當天本校由校長指派教務長代表鳴槍領跑，九校聯盟執行
長謝政諭教授也到場參賽，過程圓滿順利。
三、建校 117 周年校慶運動會今年規劃新增 30 分鐘接力賽，另外舉辦多年的舞林大道參賽型
態擴大開放，不限熱舞，預計國際標準舞，親善舞團，民族舞蹈等類別也將一同加入，
豐富比賽的可看性。高懸 35 年的 400m/55 秒偉國障礙去年被社會系新生黃伯葳以 54 秒
11 打破，刷新紀錄，可貴的是吳偉國學長仍願意繼續提供挑戰新紀錄的獎金一萬元，我
們將以新紀錄為門檻，仍然命名「偉國障礙」，作為東吳傳奇故事的傳承。
四、2016 東吳國際超馬志工誓師大會於 11/23 日 18：00-20：30 在 R0101 普仁堂舉行，活動
包括「曾志龍生命激勵講座」
；中午 12：20-13：20 舉辦健康諮詢講座，由美兆國際健康
管理機構研發長劉婷婷博士專題演講「從小毛病談健康之鑰」，歡迎師長踴躍參加。
五、今年東吳超馬賽會報名概況：選手 2,125 人+工作人員 110+志工 570=2,805
（一）24 小時超馬賽：18 名國際選手、24 名國內選手（32 男 10 女），共計 42 名。
（二）30 分鐘名人、貴賓、校友、大專教職工體驗賽：男 32 名、女 20 名，共計 52 名。
（三）60 分鐘校友、企業個人體驗賽：男 30 名、女 11 名，共計 41 名。
（四）5 小時超馬接力賽：開跑 37 隊、午跑 55 隊、夜跑 55 隊、早跑 52 隊，總計 199
隊/1,990 人（東吳學生 106 隊、東吳校友 20 隊、校外學生 5 隊、贊助單位 16 隊、
社會團體 52 隊），比去年增加 30 隊。
六、2017 世大運志工招募，本校於 10/29 及 11/19 洽借場地協助舉行特殊訓練，目前東吳學
生 662 人報名，306 人完成認證，222 人完成特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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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
十一月
105 學年推廣部截至目前為止辦理情形報告如列：
一、經常班
１、開課期間為 104 年 8 月至 105 年 10 月，招生狀況如下：
◎ 日文班 105 學年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5,528 人，收入為 21,400,278 元。
104 學年同時期報名人次 5,527 人，收入為 21,335,676 元。
◎ 韓語班 105 學年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479 人，收入為 1,772,691 元。
104 學年同時期報名人次 380 人，收入為 1,435,682 元。
◎ 英文班 105 學年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940 人，收入為 3,768,862 元。
104 學年同時期報名人次 1,077 人，收入為 4,272,988 元。
◎ 德文班 105 學年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22 人，收入為 538,730 元。
104 學年同時期報名人次 140 人，收入為 584,808 元。
◎ 法文班 105 學年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0 人，收入為 0 元。
104 學年同時期報名人次 52 人，收入為 233,217 元。
◎ 西班牙文班 105 學年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46 人，收入為 654,059 元。
104 學年同時期報名人次 131 人，收入為 567,231 元。
◎ 數位人才學苑 105 學截至目前為止年報名人次 361 人，收入為 1,772,847 元。
104 學年同時期報名人次 445 人，收入為 2,161,333 元。
◎ 企貿班 105 學年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53 人，收入為 962,656 元。
104 學年同時期報名人次 180 人，收入為 1,189,891 元。
◎ 文化班 105 學年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555 人，收入為 1,460,308 元。
104 學年同時期報名人次 569 人，收入為 1,287,227 元。
◎ 雙溪學苑 105 學年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181 人，收入為 561,071 元。
104 學年同時期報名人次 129 人，收入為 387,936 元。
◎ 週日學苑 105 學年截至目前為止報名人次 39 人，收入為 167,305 元。
104 學年同時期尚未開辦。
【105 學年經常班截至目前為止報名總人次 8,504 名；收入為 33,058,807 元，
104 學年經常班同時期報名總人次 8,630 名；收入為 33,455,989 元。】

二、學分班
◎ 105 學年上學期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741 人；總收入 6,450,480 元，
104 學年上學期學系學分班總人次 649 名；總收入 5,775,172 元。
◎ 105 學年上學期推廣部自行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0 名；總收入 0 元，
104 學年上學期推廣部自行開設學分專班人次 46 名；總收入 325,560 元。
【105 學年上學期學分班總人次 741 名；總收入為 6,450,480 元，
104 學年上學期學分班總人次 695 名；總收入為 6,100,73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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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訓、合作、補助課程
◎ 105 學年境外自費研修生(附讀)截至目前為止人次 74 名；收入 4,357,892 元，
104 學年境外自費研修生(附讀)同時期總人次 144 名；收入 8,594,566 元。
◎ 105 學年境外自費研修生(專班)截至目前為止人次 110 名；收入 5,716,940 元，
104 學年境外自費研修生(專班)同時期人次 27 名；收入 1,511,730 元。
◎ 105 學年產業人才投資學分專班截至目前為止人次 106 名；收入 707,621 元，
104 學年產業人才投資學分專班同時期人次 164 名；收入 1,318,500 元。
◎ 105 學年充電起飛學分專班截至目前為止未辦理，
104 學年充電起飛學分專班同時期人次 24 名；收入 89,600 元。。
◎ 105 學年 PMP 專案管理師截至目前為止人次 87 名；收入 2,616,000 元，
104 學年 PMP 專案管理師去年同時期人次 125 名；收入 3,782,800 元。
◎ 105 學年樂齡大學截至目前為止人次 20 名；收入 390,000 元，
104 學年樂齡大學同時期人次 19 名；收入 377,000 元。
◎ 105 學年委訓包班課程截至目前為止人次 148 名；收入 6,629,414 元，
104 學年委訓包班課程同時期人次 148 名；收入 417,400 元。
◎ 105 學年 2016 溪城講堂列計人次 206 名；收入 10,297,232 元；
104 學年 2015 溪城講堂列計人次 253 名；收入 11,628,991 元；
◎ 105 學年線上課程、音樂班、遊學團，截至目前為止人次 7 名；收入 64,500 元，
104 學年線上課程、音樂班、遊學團，去年同時期人次 10 名；收入 49,500 元。
【105 學年委訓、合作、補助課程截至目前人次 758 名；收入為 30,779,599 元，
104 學年委訓、合作、補助課程同時期人次 914 名；收入為 27,770,087 元。】
以上班別
【105 學年目標收入 169,340,000 元，
截至目前人次 10,003 人，收入 70,288,886 元，目標達成率約 41.51％
104 學年目標收入 145,440,000 元，
同時期人次 10,239 人，收入 67,326,808 元，目標達成率 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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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
十一月
一、雙溪校區每週三、四、五中午學生餐會聚會，每次約 30 人參加。
二、雙溪團契大聚會在每週三晚間舉行，安排一系列專題分享，每次約 40 人參加。
三、10/3 團契循道班和一對一陪讀開始，分別由黃牧師、黃師母、王光玉傳道、李泳恩姊妹、
吳逸民弟兄帶領。
四、城中校牧室每週一、二、四、五傍晚固定聚會、週三晚上為大聚會。
五、推行英文自學方案，學生開始到安素堂英文自學。
六、東吳城中教職團契開始每週四晚上英文查經聚會。
七、東吳雙溪教職團契經歷 7 多年的時間，已讀完聖經一遍，目前閱讀新約「使徒行傳」，
歡迎同仁加入每週四午間 1210-1320 的讀經禱告，地點在安素堂會議室。
八、10/13-10/16 黃校牧與趙副校長、國際處黃心怡主任前往印尼參加 ACUCA（亞洲基督教大
學年會）。
九、10/19 校牧至法律系對新生演講「精彩的大學生活規劃」。
十、「衛理公會安素堂清寒急難助學金」辦法及申請表，已放置校牧室及德育中心網頁，目
前有社會系溫瑜靖同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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